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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明上方来水类型对工程堆积体高陡边坡下部冲刷侵蚀的定量影响， 以神府高速公路沿线典型工程堆积

体陡坡坡面（３６°）为例， 设计 ４ 种上方来水类型， 通过野外放水冲刷试验分析了不同上方来水类型下堆积体坡面的

径流侵蚀输沙过程。 结果表明： ①上方来水类型对堆积体坡面下部的产流影响较小， 却干扰了坡面侵蚀产沙过程，
造成土壤流失量增加； ②径流深、 单宽径流侵蚀力和水流功率均可以较好地预测堆积体边坡下部输沙模数的变化；
③单宽径流侵蚀功率可以作为表征坡面尺度次径流事件中径流侵蚀力变化的指标。 研究结果可为工程堆积体土壤

侵蚀强度评价、 侵蚀模型建立及新增水土流失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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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径流的时空格局对土壤侵蚀过程具有重要影响［１⁃２］。 上方来水作为坡面径流侵蚀动力和水流能量的

传递纽带以及泥沙输移载体直接参与土壤侵蚀的各个环节， 加速了坡面侵蚀的发展； 其本质是上方来水改变

了坡面下部的水文输入条件， 调节了径流侵蚀力的分配。 以洪峰流量和径流深为基础的径流侵蚀动力因子与

地表径流直接相关， 在不同尺度径流侵蚀产沙预报中表现出了一定优势［３⁃５］。 然而， 由于不能有效反映径流

时空格局对侵蚀力的影响， 其在上方来水条件下基于侵蚀过程的产沙量估算及径流侵蚀的尺度效应评价等应

用尚值得探讨。 近年来， 上方来水对坡面土壤水分再分布的影响、 降雨及上方来水条件下坡面的水文特性及

径流和侵蚀响应等研究取得重要进展［６⁃９］， 促进了对坡面水文及侵蚀规律的认识。 相关研究多在设计恒定上

方来水动力条件的背景下展开， 对非恒定的上方来水动力输入条件下下部坡面的径流侵蚀响应关注较少， 制

约了对上方来水类型调控坡面侵蚀过程作用的认识。 在生产建设背景下， 人为堆置弃土弃渣形成的工程堆积

体是典型的人工堆置重塑地貌， 其产生的新增水土流失严重威胁工程建设区及其附近区域的生态安全。 堆积

体多具有 “平台⁃陡坡” 结构， 压实平台是堆积体主要的产流区， 由于多数堆积体平台并未设置长期有效的

分散和拦挡措施， 而不能有效调控平台的汇流过程， 其汇集的上方来水是造成高陡边坡强烈侵蚀的主要原

因［１０］。 因此， 探明上方来水类型及其入流过程对工程堆积体边坡下部冲刷侵蚀的定量影响及其侵蚀力指标，
对于促进堆积体陡坡坡面径流调控及侵蚀防治、 深化对径流侵蚀力的认识和提升工程扰动区域的水土保持规

划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典型弃土堆积体坡面为例， 通过开展野外径流冲刷试验， 研究了上方来水类型对堆积体高陡边坡

下部径流、 侵蚀的影响， 以期为工程建设区径流侵蚀力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



８１２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 ３８°５６′１６″Ｎ、 １１０°５３′１０″Ｅ， 自然地貌以黄土梁峁沟壑区为主。 试验区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

性季风气候，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４４０ ｍｍ 左右， 时间分布不均， 易形成山洪； 年平均气温为 ８ ０ ～ ８ ５℃， 无

霜期平均为 １７３ ｄ。 多年平均年径流深为 １１０ ～ １２０ ｍｍ， 多年平均流量为 ０ ６８ ｍ３ ／ ｓ， 年径流总量为

０ ２１４ ４ 亿 ｍ３， 年输沙量为 ５９７ 万 ｔ。 试验区植被类型主要为沙生植被， 如沙棘、 沙蓬等， 原地貌土壤主要为

黄绵土； 土壤侵蚀形式以水蚀为主， 多年平均年侵蚀模数为 ３ ０４ 万 ｔ ／ （ｋｍ２·ａ）， 水土流失严重。
１ ２　 材料与方法

试验区选址前对沿线的弃土场进行了全面调查， 弃土场由神府高速公路施建期间的弃土堆置形成， 调查

范围为弃土堆置高度超过 ３ ｍ、 压实平台面积超过 ２５０ ｍ２的弃土堆积体， 共涉及平台面积为 ２３８． ６ ｈｍ２。 野

外调查表明， 沿线弃土的弃置类型多属沟道型、 临河型和平地型， 压实度为 ８０％ ～ ９０％， 边坡坡度为 ３０° ～
５０°（表 １）。 结合调查结果及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ＳＬ５７５—２０１２）综合确定神府高速公路沿线堆积

体边坡的休止角为 ３０° ～４５°。 弃土多为混合土， 以当地的黄绵土为主， 有的混有红土、 风沙土或淤土， 砾石

较少。 鉴于沟道型堆积体对于治沟造地、 重塑流域局部地貌和侵蚀环境的重要作用， 选取的弃土堆积体属临

河依沟倾倒的沟道型堆置， 堆积体地处黄河支流石马川沿岸， 原有沟壑已被填平， 压实平台面积为２ ８ ｈｍ２，
边坡坡度为 ３０° ～５０°， 平均斜长为 ７８ ｍ， 海拔为 ９６６ ｍ。

由于堆积体堆积高度超过 ４０ ｍ， 而边坡并未分级， 根据弃土场设计相关标准并结合实际条件， 综合确

定该弃土场的边坡分级以 ８ ～ １５ ｍ 为宜， 而堆积体坡面在 ４０ 年一遇暴雨上方来水条件下产生的细沟最宽处

为 ２ ３ ｍ、 最深处为 １ ２５ ｍ。 为模拟边坡分级后第一级台阶的径流侵蚀情形， 据上述条件设计小区规格为

１２ ｍ×２ ５ ｍ（长×宽）， 坡度 ３６°， 并排布设 ２ 个径流小区， 距离坡顶 ６３ ｍ。 四周边界条件采用规格为 ２ ｍ×
３５ ｃｍ×２ ｍｍ（长×高×厚）的钢板控制， 露出地表 １５ ｃｍ， 以防径流渗漏。 为保证薄层水流均匀地流入小区，
溢流槽与小区相接处铺有与小区同宽、 长 ２０ ｃｍ 的防渗布（防渗布长度不计入小区坡长）。 试验供水装置包括

潜水泵、 分水器、 溢流槽、 阀门、 开关和流量计等， 集流装置主要为置于小区出口之下的径流桶。 试验供水

引自河水。 堆积体及试验小区位置如图 １ 所示， 野外放水试验系统装置示意如图 ２ 所示。

表 １　 工程堆积体边坡坡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ｄｅ ｓｌｏｐｅ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陡坡坡度范围 ／ （ °） 堆积体个数 所占比例 ／ ％

３０～３５ ９ ７ ５

＞３５～４０ ８１ ６７ ５

＞４０～４５ １４ １１ ７

＞４５～５０ １６ １３ ３

　

图 １　 堆积体及试验小区位置

Ｆｉｇ １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ｆｏｒ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ｐｏｉｌ ｈｅａ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ｌｏｔ

根据该区暴雨产流及平台汇水面积计算得到试验小区产生的单宽流量， 结合前期预试验的结果设计 ４ 种

上方来水类型： 均匀型、 流量峰值在前型、 流量峰值在中型和流量峰值在后型， 以间接反映降雨的时间分布

特征和下垫面条件对汇流过程的影响， 不同类型保持来水总量一致。 均匀型放水流量取非均匀型放水流量的

算术平均值。 放水过程划分为前、 中、 后期 ３ 个阶段， 每个阶段持续 １５ ｍｉｎ， 单场次试验持续 ４５ ｍｉｎ。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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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前， 沿坡小区长方向设置 ４ 个等间距的观测断面（０～３ ｍ， ３～６ ｍ， ６～ ９ ｍ， ９～ １２ ｍ）， 在各断面附近测

定土壤容重、 土壤含水量等。 利用体积法率定分水器出水端流量 ２～３ 次， 率定误差为±（３％ ～５％）， 以准确

控制供水流量， 总供水流量的误差控制在±４％以内。 通过调节分水器实现放水流量的变化（图 ３）， 放水流量

设计见图 ４。

１ 潜水泵； ２ 分水器； ３ 阀门； ４ 流量计；
５ 溢流槽； ６ 防渗布； ７ 径流小区； ８ 观测断面；
９ ３５ ｃｍ 高， ２ ｍｍ 厚钢板； １０ 径流桶及接样器

图 ２　 野外放水试验系统装置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１ 集水箱； ２ 进水端＋回水端； ３ 分水端；
４ 流量计； ５ 出水端

图 ３　 分水器装置

Ｆｉｇ 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ｕｐ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ｏｒ

图 ４　 试验设计的上方来水类型

Ｆｉｇ 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ｕｐｓｌｏｐ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ｌｏｔｓ

　 　 试验开始后， 通过调节回水管及出水管上的阀门和开关控制流量， 水流经溢流槽稳流、 消能后从出水端

溢出， 流经防渗布均匀地流入堆积体坡面， 随机汇集为股流， 小区出口产流后记录产流时间， 并开始在各断

面处测定流速、 流宽， 在小区出口接取径流泥沙样品， 产流后３ ｍｉｎ内每 １ ｍｉｎ 取 １ 次径流泥沙样， ３ ｍｉｎ 后

每隔 ３ ｍｉｎ 取 １ 次样， 径流桶（精度 １ ｍｍ）接收全部泥沙和径流， 以计算产沙量。 流宽用直尺测量（精度

０ １ ｍｍ）。 流速测定采用高锰酸钾染色示踪法（精度 ０ １ ｍ ／ ｓ）， 测距为 ２ ｍ， 表面流速分别乘以 ０ ６７、 ０ ７０
和 ０ ８０， 以得到各观测断面层流、 过渡流和紊流的平均流速［１１］。

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分别用温度计测量溢流槽中水的温度， 取其平均值以计算水动力粘滞系数。 采用比

重瓶法处理径流泥沙样品（精度 ０ ０１ ｇ）。 为提高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每场试验结束后均进行小区整地， 并

用洒水壶在小区表层洒水， 以控制容重及初始含水量， 每次试验重复 ２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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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间， 土壤容重变化范围为 １ ２７～１ ４９ ｇ ／ ｃｍ３， 土壤前期质量含水率的变化范围为 １０ ０％ ～１４ ６％，
堆积体组成物质为当地黄绵土与当地其他类型土壤的混合介质， 以黄绵土为主， 土石比超过 ９ ∶１， 土质疏

松， 抗冲抗蚀性极弱， 极易发生侵蚀。 粒径多在 ０ ２ ｍｍ 以下， 属砂壤土（国际制）， 休止角为 ３４°左右， 土

壤粒径组成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土壤颗粒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粒径 ／ ｍｍ ０ ２～０ １ ０ １～０ ０５ ０ ０５～０ ０２ ０ ０２～０ ０１ ０ ０１～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颗粒组成 ／ ％ ６ ４ ２３ ８ ３５ ０ １３ ３ ５ ９ ２ ３ １３ ３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 １　 径流

不同上方来水类型下试验小区的产流情况如表 ３ 所示， 流量峰值在前型的总径流量最大， 均匀型产流量

最小。 与均匀型相比， 来水流量峰值在前、 后、 中各类型的总径流量分别增加 ２０ ６％、 １１ ７％和 ８ ５％。 此

外， 均匀型与流量峰值在后型的上方来水类型均在后期出现最大产流量和最大径流强度峰值； 而流量峰值在

前与在后型的最大产流量和最大径流强度峰值均出现在中期。 与均匀型的上方来水类型相比， 流量峰值在

后、 前、 中各类型不同阶段产生的最大径流强度峰值分别增大 １３０％、 ４０％和 ３０％， 而相应的最大产流量分

别增加 ４０％、 １０％和 ２０％。

表 ３　 不同放水条件下的小区产流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ｕｎｏｆｆ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ｏ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ｕｐｓｌｏｐｅ ｒｕｎｏｆｆ

上方来水类型 产流时间 ／ ｍｉｎ 产流率 总径流量 ／ Ｌ 来水阶段 放水流量 ／ （Ｌ·ｍｉｎ－１） 径流强度峰值 ／ （ｍｍ·ｍｉｎ－１） 产流量 ／ Ｌ

前期 ２０ ０ ８ ７９ ３

均匀型 ２ ０ ０ ５ ４３７ ６ 中期 ２０ １ ５ １５６ ９

后期 ２０ ２ ９ ２０１ ４

前期 ２５ ２ ３ １６５ ８

流量峰值在前型 １ ４ ０ ６ ５２７ ６ 中期 ２０ ４ ２ ２１３ １

后期 １５ ３ ３ １４８ ７

前期 １５ １ ２ ６１ ２

流量峰值在中型 ３ ４ ０ ６ ４７４ ８ 中期 ２５ ３ ８ ２３３ １

后期 ２０ ３ ７ １８０ ５

前期 １５ ０ ３ ５７ ６

流量峰值在后型 ３ １ ０ ６ ４８８ ７ 中期 ２０ １ １ １４３ ３

后期 ２５ ６ ７ ２８７ ８

　 　 上述结果表明， 产流量峰值、 最大径流强度峰值与上方来水流量峰值出现的时机不尽一致（流量峰值在

前型）， 不同放水阶段的产流量与放水流量也并不必然成正比（均匀型和流量峰值在前型）， 上方来水流量随

时间的不规则变化造成了不同来水阶段最大径流强度峰值及最大产流量在时间上的重新分配。 此外， 上方来

水流量转换时径流小区所处的产流阶段不同也是重要原因。 对于均匀型和流量峰值在前型的来水类型， 相对

干燥的土壤使得前期的初损率相对较大， 来水流量增大对坡面径流的补给作用被掩盖； 而流量峰值在中和在

后型的来水流量峰值转换分别出现在产流过程的中期及后期， 前期水量损耗因素趋于稳定， 来水流量增大对

后期产流的补给作用相对较为明显。
在上方来水量一致的情形下， 流量峰值的存在会使坡面产流量增加， 但增加幅度有限； 流量峰值出现的

时机对坡面总径流量的影响不大， 其仅通过放水强度的变化造成局部产流强度的改变， 造成了径流量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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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新分配。
２ ２　 侵蚀产沙

不同上方来水类型下试验小区的产沙情况如表 ４ 所示， 流量峰值在前型的来水事件产生的土壤流失量最

大， 均匀型的上方来水过程产生的土壤流失量最小。 与均匀型相比， 流量峰值在前、 后、 中的上方来水类型

产生的土壤流失量分别增加 ７９ ７％、 ７８ ２％和 １４ ２％。
表 ４　 不同放水条件下的小区产沙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ｏ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ｕｐｓｌｏｐｅ ｒｕｎｏｆｆ

上方来水类型 平均含沙量 ／ （ｇ·ｍＬ－１） 土壤流失总量 ／ ｋｇ 来水阶段 来水流量 ／ （Ｌ·ｍｉｎ－１） 输沙率峰值 ／ （１０－３ ｋｇ·ｓ－１） 产沙量 ／ ｋｇ

前期 ２０ １００ ７ ５３ ９

均匀型 ０ ６ ２７５ ４ 中期 ２０ １２５ ２ １００ ３

后期 ２０ １４４ ５ １２１ ２

前期 ２５ ４５９ ３ ２３２ ８

流量峰值在前型 ０ ７ ４９４ ９ 中期 ２０ ３１２ ７ １８３ ９

后期 １５ １３３ ８ ７８ １

前期 １５ ８２ ０ ３８ ２

流量峰值在中型 ０ ６ ３１４ ４ 中期 ２５ ２０３ ３ １５８ ９

后期 ２０ １３３ ４ １１７ ３

前期 １５ １５１ ０ ７８ ３

流量峰值在后型 ０ ８ ４９０ ７ 中期 ２０ ２６８ ２ １６９ ８

后期 ２５ ３２７ ５ ２４２ ６

　 　 均匀型和流量峰值在后型的上方来水类型均在后期出现最大输沙率峰值和最大产沙量， 而在前期出现最

小输沙率峰值和最小产沙量； 流量峰值在前型的上方来水类型在前期出现最大输沙率峰值和最大产沙量， 在

后期出现最小输沙率峰值和最小产沙量； 流量峰值在中型的上方来水类型则在中期出现最大输沙率峰值和最

大产沙量， 在前期出现最小输沙率峰值和最小产沙量。

图 ５　 径流输沙率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ａ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与均匀型的上方来水类型相比， 流量峰值在后、 前、
中的上方来水类型不同阶段的最大产沙量分别增加 １００％、
９０％和 ３０％； 而相应的最大输沙率峰值分别增加 １３０％、
２２０％和 ４０％。 表明不同来水阶段的输沙率峰值和产沙量峰

值与放水流量向峰值转化的时机近似一致， 表现出 “水大

沙大” 的一般趋势。
如图 ５ 所示， 输沙率整体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 表明

径流侵蚀不同阶段的侵蚀特征。 径流侵蚀过程由以土粒剥

离为主的阶段向以泥沙输移为主的阶段转变； 在来水流量

峰值阶段输沙率达最大， 表明上方来水流量峰值的出现及

其出现的不同时机造成坡面径流剥离能力及泥沙输移能力的变化（增大或减小）， 改变了（加速或延迟） “以
分离为主的过程→以搬运为主的过程” 的转变时机， 形成上述输沙率的变化过程。
２ ３　 坡面径流侵蚀动力指标

为筛选能够有效预测坡面输沙产沙过程的径流侵蚀力因子， 选取与径流相关的基本参数、 水力学参数及

其衍生指标， 分析其在不同上方来水类型下坡面侵蚀产沙预测中的适用性。 　
上方来水侵蚀力因子， 表征上方来水的侵蚀动力。

Ｅ ｉ ＝ Ｉ′２Ｔ （１）
式中　 Ｅ ｉ为上方来水侵蚀力因子， ｍ２ ／ ｓ； Ｉ′为上方来水深， ｍ； Ｔ 为取样的时间间隔，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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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Ｃ
ｂＬ

（２）

式中　 Ｃ 为上方来水量， Ｌ； ｂ 为施测时段内平均水宽， ｍ； Ｌ 为坡长， １２ ｍ。
水流剪切力， 表征径流冲刷动力。

τ ＝ γｍｇｈＪ （３）
式中　 τ 为水流剪切力， Ｐａ； γｍ为浑水密度， ｋｇ ／ ｍ３；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９ ８ ｍ ／ ｓ２； ｈ 为观测时段内平均水

深， ｍ； Ｊ 为水力坡度， ｍ ／ ｍ， 可用坡度的正弦值近似代替。
水流功率， 表征作用于单位面积的水流所消耗的功率。

ω ＝ τＶ （４）
式中　 ω 为水流功率， Ｗ ／ ｍ２； Ｖ 为径流流速， ｍ ／ ｓ。

径流侵蚀功率［５］Ｅ， 表征次暴雨洪水侵蚀动力。 假定坡长为 Ｌ， 流宽为 ｂ， 观测时段内径流量为 Ｑ， 观测

时间为 Ｔ， 为体现次径流的变化过程， 以观测时段内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产生的径流量代替洪峰流量模数，
则径流侵蚀功率的计算如下：

Ｅ ＝ Ｑ
ｂＬ

Ｑ
ｂＬＴ

＝ １
Ｌ

Ｑ
ｂＬ

Ｑ
ｂＴ

＝ １
Ｌ
Ｈｑ （５）

式中　 Ｈ 为观测时段内径流深， ｍ； ｑ 为观测时段内单宽流量， ｍ２ ／ ｓ。 由于坡长为恒值， 因此， Ｅｒ ＝Ｈｑ， 在

此被定义为单宽径流侵蚀功率， ｍ３ ／ ｓ。
基于单宽径流侵蚀功率的概念， 对上方来水侵蚀功率和上方来水⁃径流侵蚀功率作如下定义。

Ｅｄ ＝ Ｉ′Ｉ （６）
式中　 Ｅｄ为上方来水侵蚀功率， ｍ２ ／ ｓ。

Ｅ ｉｒ ＝ ＩＨ （７）
式中　 Ｅ ｉｒ为上方来水⁃径流侵蚀功率， ｍ２ ／ ｓ； 其中， Ｉ＝ Ｉ′ ／ Ｔ， 为上方来水强度， ｍｍ ／ ｍｉｎ。

根据实测资料， 分析不同放水条件下输沙模数与上述因子的关系， 得到的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的结果表

明， 上方来水类型会对径流侵蚀动力因子的有效性产生影响。 所选取的径流侵蚀动力因子对流量峰值在后型

的上方来水类型适用性最好， 对流量峰值在前型的上方来水类型适用性最差。 输沙模数与所选取动力因子的

关系可用幂函数方程、 线性方程和对数线性方程描述， 其中， 幂函数方程是最主要的方程形式， 线性方程

次之。

表 ５　 输沙模数与径流侵蚀动力因子的回归关系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ｆｏｒ ａｒｅ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ｅｒｏｓｉｖ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径流侵蚀力指标
均匀型 流量峰值在前型 流量峰值在中型 流量峰值在后型

拟合关系 Ｒ２ 拟合关系 Ｒ２ 拟合关系 Ｒ２ 拟合关系 Ｒ２

Ｈ Ｍｓ ＝ ４４７ Ｈ ０ ９ ０ ９６ Ｍｓ ＝ １７５ Ｈ ０ ７０ ０ ８３ Ｍｓ ＝ １ ６０４ Ｈ １ ２ ０ ９８ Ｍｓ ＝ ４５９ Ｈ ０ ９ ０ ９９

Ｉ′ Ｍｓ ＝ ４６３ Ｉ′－０ ９ ０ ９５ Ｍｓ ＝ ２５６ Ｉ′ ０ ９ ０ ４９ Ｍｓ ＝ ４７２ Ｉ′－１ ４ ０ ８７ Ｍｓ ＝ ５５８ Ｉ′＋０ １５ ０ ９６
Ｅｉ Ｍｓ ＝ １×１０４ Ｅｉ＋０ ６ ０ ９４ Ｍｓ ＝ ９８ Ｅｉ

０ ４ ０ ５７ Ｍｓ ＝ ２ ９６０ Ｅｉ
０ ９ ０ ９３ Ｍｓ ＝ ６４９ Ｅｉ

０ ６ ０ ９６

τ Ｍｓ ＝ ０ ４６ τ－０ １ ０ ８４ Ｍｓ ＝ ０ ９ τ ０ ７ ０ ５９ Ｍｓ ＝ ０ ２ τ １ ４ ０ ７５ Ｍｓ ＝ ０ ７ τ ０ ９ ０ ９１

ω Ｍｓ ＝ １ ３ ω－０ ４ ０ ８９ Ｍｓ ＝ １ ２ω １ １ ０ ８０ Ｍｓ ＝ １ ４ ω－０ ７ ０ ９２ Ｍｓ ＝ １ ４ ω＋０ ５ ０ ９８
Ｅｒ Ｍｓ ＝ ７ １６８ Ｅｒ

０ ６ ０ ９４ Ｍｓ ＝ １ ０６５ Ｅｒ
０ ４ ０ ８２ Ｍｓ ＝ ３ ５×１０４ Ｅｒ

０ ７ ０ ９５ Ｍｓ ＝ ２ ４９８ Ｅｒ
０ ５ ０ ９８

Ｅｄ Ｍｓ ＝ ２ ｌｎＥｄ＋３０ ０ ９１ Ｍｓ ＝ ２ １８１ Ｅｄ
０ ４ ０ ３０ Ｍｓ ＝ ３ ｌｎＥｄ＋４５ ０ ８０ Ｍｓ ＝ ３ ｌｎＥｄ＋４４ ０ ９６

Ｅｉｒ Ｍｓ ＝ ４ ７×１０５ Ｅｉｒ
０ ８ ０ ９３ Ｍｓ ＝ ８ １９２ Ｅｉｒ

０ ５ ０ ６７ Ｍｓ ＝ ２ ｌｎＥｉｒ＋３４ ０ ９１ Ｍｓ ＝ ３×１０４ Ｅｉｒ
０ ６ ０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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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３ １　 上方来水类型对堆积体坡面下部土壤侵蚀的影响

上方来水流量峰值的时间分布对径流强度峰值的大小具有重要影响， 径流强度峰值在流量峰值在前的上

方来水类型中最大， 在均匀型的上方来水类型中最小， 这与 Ａｎ 等［１２］与 Ｄｕｎｋｅｒｌｅｙ［１３］在非恒定降雨条件下得

到的结果类似。 上方来水有无流量峰值对坡面总径流量影响不大， 这与 Ａｎ 等［１２］、 Ｆｒａｕｅｎｆｅｌｄ 和 Ｔｒｕｍａｎ［１４］的

观测结果类似， Ｐａｒｓｏｎｓ 和 Ｓｔｏｎｅ［１５］认为雨型不会显著影响次降雨过程的总径流量， 表明非均匀的上方来水类

型与非恒定雨强并不能改变坡面土壤的总体入渗状况（尽管产流时间不同）， 非均匀的上方来水类型对坡面

下部产流状况的影响有限， 只是通过改变供水过程而使坡面径流在时间上实现了再分配。
上方来水类型显著影响坡面产沙量， 与 Ｐａｒｓｏｎｓ 和 Ｓｔｏｎｅ［１５］ 降雨侵蚀的研究结果相比， 流量峰值在前型

的上方来水类型产生的产沙量最大， 与减弱型降雨相对应； 均匀型的上方来水类型产生的产沙量最小， 与均

匀型降雨相对应； 流量峰值在中、 后的上方来水类型的结果分别与增加⁃减弱型降雨、 增加型降雨相比， 差

异较大。 表明非均匀的上方来水类型与非恒定雨强能增加坡面产沙量。 与降雨侵蚀相比， 径流作用明显加剧

了坡面侵蚀的发展过程。
非均匀的上方来水类型引起水动力条件的不规则改变， 导致坡面侵蚀过程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增强， 反

映在输沙率愈加不规则的变化上（与均匀型的上方来水类型相比）。 上方来水流量峰值的时间分布特征干扰

了坡面侵蚀的 “分离⁃输移” 过程， 最终影响坡面土壤流失总量。 在相同条件下， 增大水流挟沙能力或延长

径流冲刷时间可能导致坡面泥沙产出的增加。 与均匀型及流量峰值在中型的上方来水类型相比， 由于原始地

表松散的侵蚀物质充沛， 流量峰值在前型的上方来水类型相对增大了径流的分离和搬运能力； 而在侵蚀过程

的后期， 水流下切至接近坡面的 “侵蚀基准”， 流量峰值在后型的上方来水类型则相对延长了径流的冲刷时

间。 此外， 实验小区坡度接近堆积体的自然休止角， 其边坡稳定性较差， 水力作用于堆积体坡面， 增加了坡

面表层物质的自重， 而间接诱发重力侵蚀， 因此可能增加了重力侵蚀（细沟沟壁的崩塌等）的频度和强度，
两种侵蚀营力的相互叠加作用造成了非均匀型的上方来水类型下坡面下部侵蚀产沙量的增加。

因此， 堆积体陡坡坡面的侵蚀控制需从重力侵蚀预防和坡面径流调控着手。 降低重力作用在坡面侵蚀过

程中的作用需要进行边坡分级和削坡作业， 截短坡长、 减小坡度， 并尽量避免造成新的 “二次扰动”。 针对

平台和坡面的径流调控， 可在平台上划分径流单元， 减小汇流面积， 增加就地入渗拦蓄降雨。 在陡坡上亦需

要通过改变微地形， 分割坡面径流， 对坡面径流实行分段拦截， 改变流向、 减小流速， 分散、 消减径流侵蚀

能量， 实现上方来水径流能量的 “二次分配”， 降低坡面径流侵蚀力， 抑制坡面侵蚀的发展。
３ ２　 径流侵蚀动力因子对坡面侵蚀产沙预测的适用性

不同的径流侵蚀动力因素在输沙模数预测方面的有效性因上方来水类型而有所不同。 在基本径流参数中，
径流深具有最好的适用性， 是因为径流量（深）与径流侵蚀的基本侵蚀营力⁃地表径流直接相关。 在水力学参数

中， 水流功率的适用性明显高于水流剪切力， 是因为水流功率包含了径流流速对侵蚀速率的影响， 消除了由水

深引起的不确定性。 单宽径流侵蚀功率作为复合指标， 其中的单宽流量代表坡面径流的集中程度， 表征流水的

冲刷能力； 径流深代表径流总量， 表征径流侵蚀的基本动力， 显示出对输沙模数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
在流量峰值在前型的上方来水类型中， 所有径流侵蚀动力因子的有效性均有所降低， 表明该类型下的坡

面侵蚀过程不确定性增加。 活跃的侵蚀性细沟快速发育、 沟头下切和沟壁崩塌等因素造成在流量过程前期对

相关变量的不当估计， 削弱了侵蚀动力因子的适用性。
径流深、 单宽径流侵蚀功率及水流功率是预测坡面径流侵蚀输沙模数的良好指标。 图 ６ 给出了输沙模数

与上述 ３ 个指标间的对应关系。 与径流深相比， 单宽径流侵蚀功率的预测效果虽未明显改善， 但输沙模数与

单宽径流侵蚀功率的散点图比水流功率和径流深更加聚集， 表明输沙模数与单宽径流侵蚀功率的关系更为密

切， 可合理解释坡面径流侵蚀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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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输沙模数与径流侵蚀力因子的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ａｒｅ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ｙｉｅｌ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ｅｒｏｓｉｖ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４　 结　 　 论

（１） 非均匀的上方来水类型通过影响产流时间、 径流强度峰值等改变了局部产流过程， 但对坡面总径

流量影响较小。
（２） 非均匀的上方来水类型干扰了坡面侵蚀的 “剥离⁃输移” 过程， 造成土壤侵蚀速率的不规则变化，

增加了坡面的泥沙产出。
（３） 以单宽流量与径流深为基础的单宽径流侵蚀功率是描述次径流侵蚀中侵蚀模数变化的有效指标，

可合理预测堆积体坡面的径流侵蚀输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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