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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明细沟形态演变对坡面产流产沙的互反馈作用， 采用室内模拟降雨和三维地形扫描等手段对细沟形态

演变中的水沙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 试验分析了黄土在不同雨强（６６ ｍｍ ／ ｈ、 ９４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７ ｍｍ ／ ｈ）条件下， 不同细

沟发育阶段的水沙过程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 黄土细沟形态演变过程对产沙的影响较大， 而对产流的影响较弱。
径流量的变化过程主要取决于土体透水性、 土壤的结皮作用以及产流方式， 坡面产流量有先增大后减小最后趋于

平稳的趋势； 产沙量的变化过程与细沟发育进程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尤其是坡面地貌信息熵与产沙量和侵蚀速率

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０ ９５４ 和 ０ ９１６， 细沟的出现会加剧侵蚀， 使含沙量明显增加； 不同雨强下坡面产沙的变化规

律基本相同， 细沟沟网稳定后的产沙量与降雨强度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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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是流域地貌的基本组成单元， 也是土壤侵蚀的主要策源地， 尤其在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地区， 细沟侵

蚀是黄土坡面的主要侵蚀方式之一［１］， 对流域地貌的发育和演化过程具有重要的潜在影响。 降雨径流的产

生会使坡面发生水沙运移和能量消耗， 引起坡面细沟的产生和发展， 导致土壤侵蚀量的迅速增加， 从而引起

细沟中水流水力学特性的改变， 因此， 细沟形态的演变过程是一个降雨、 侵蚀、 水流水力学特性、 沟床形态

变化间相互影响的动态耦合系统。 在国内外土壤侵蚀研究中， 将水文学和地貌学相结合研究坡面流形成和水

沙运移过程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从坡面微地貌演变的角度来分析坡面水沙运移过程， 是坡地侵蚀研究的新趋

势之一。
在细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坡面产流产沙过程也随之发生改变。 一方面， 细沟形成后， 为径流和侵蚀

产物提供了输送通道， 坡面水流由面流转变为沟内股流， 水流性质的转变引起侵蚀量的急剧增加， 必将使坡

面水沙关系发生变化［２⁃３］； 另一方面， 细沟形态在演变过程中， 通过分叉、 分级、 密度、 频度、 数目以及长

度等因素， 影响着沟内水流结构， 从而影响坡面侵蚀过程中的径流、 入渗、 泥沙输移和汇流等， 尤其对于黏

粒含量低的土壤， 侵蚀过程中易发生细沟边壁坍塌， 引起水沙过程发生显著变化。 因此， 坡面细沟形态是一

个能够综合反映坡面侵蚀动力学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地貌因素， 它的形成与发展也将对坡面产流产沙过程

产生深刻影响。 目前国内外关于侵蚀动力过程对细沟发育过程的影响关注较多， 尤其是关于降雨、 坡度和土

壤对细沟发育过程的影响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４⁃６］， 而对于细沟形态演变对坡面产流产沙过程的影响关注

较少。 雷廷武和 Ｎｅａｒｉｎｇ［７］、 和继军等［８］、 Ｓｈｅｎ 等［９］对细沟形态和侵蚀水沙关系做过相关试验研究， 但由于

试验条件、 土壤性质不同， 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基于此， 本研究采用室内人工降雨模拟试验， 通过 ３ 种

雨强（６６ ｍｍ ／ ｈ、 ９４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７ ｍｍ ／ ｈ）的对比研究， 分析细沟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坡面产流产沙过程的变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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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探讨细沟形态演变对坡面产流产沙的互反馈作用， 明确降雨强度对细沟侵蚀产沙过程的影响， 从侵蚀形

态入手将降雨和产沙联系起来阐明坡面降雨侵蚀产沙机制， 以期为土壤侵蚀数学模型提供坡面地形的发育演

化信息， 为治理坡面水土流失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试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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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降雨大厅内进行， 试验

图 １　 试验装置示意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装置如图 １ 所示。 采用规格为 ５ ｍ×１ ｍ×０ ６ ｍ 的可调坡

试验土槽， 土槽底部钢板钻有直径 ５ ｍｍ 的透水孔， 以保

证土壤水自由入渗。 试验土槽的坡度可以在 ０ ～ ３０°之间

调节， 可模拟从缓坡到陡坡等不同角度坡面， 本次试验

模拟将坡面设定为 ２０°陡坡坡面。 降雨模拟采用下喷式人

工模拟降雨装置， 每组降雨器配备有 ５ 个大小不同的喷

头， 通过选择不同的喷头尺寸和调节管道压力， 可以模

拟 ３０～１８０ ｍｍ ／ ｈ 的降雨强度。 喷头距地面 ２２ ｍ， 可以使

９５％以上的雨滴终速达到天然降雨终速。 试验用土取自黄

土高原地貌类型区第Ⅴ副区的河南省巩义市邙山表层黄

土， 粒径在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 ｍｍ 的颗粒占 ４３ ４％， 粒径在

０ ０１ ～ ０ ０５ ｍｍ 的颗粒占 ３５ ４５％， 其他粒径的颗粒

占 ２１ １５％。
１ ２　 试验设计

填土之前， 首先在土槽底部铺一层 １０ ｃｍ 厚的粗沙， 以保证土壤的透水性。 为保证下垫面条件的一致

性， 试验用土先过 １０ ｍｍ 的筛， 以保证供试土壤的均一性。 填土过程中采取分层填土， 分层压实和随机测容

重的方法将土壤容重控制在 １ ２５ ｇ ／ ｃｍ３， 每层填土不超过 １０ ｃｍ， 每填一层用环刀法随机测量 ５ 个不同部位

的土壤容重， 并用分齿耙将每层填土表面耙松， 以加强层与层之间的结合。 试验前一天， 用 ３０ ｍｍ ／ ｈ 的雨

强对土槽进行前期降雨， 直至坡面开始产流为止， 以保证土壤前期含水量的一致， 湿润巩固松散的土粒， 并

减少土壤的空间变异性。 前期降雨完成后在土槽表面覆盖塑料布以防止土壤水分蒸发， 静置 ２４ ｈ 以备试验。
试验开始之前， 为保证降雨强度达到方案设定值， 先进行雨强率定。 试验中设定的 ３ 个雨强分别为

６０ ｍｍ ／ ｈ、 ９０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０ ｍｍ ／ ｈ， 分别用于模拟黄土高原地区侵蚀性降雨中的中雨、 大雨和暴雨。 在试验土

槽周围均匀放置 ４ 个雨量筒测定雨强， 经测定， 实际降雨强度分别为 ６６ ｍｍ ／ ｈ、 ９４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７ ｍｍ ／ ｈ， 雨强

均匀性＞９０％。 根据细沟形态演变情况的不同， ６６ ｍｍ ／ ｈ 雨强下共进行 ５ 场降雨， 每场降雨历时分别为 １６
ｍｉｎ、 １２ ｍｉｎ、 １５ ｍｉｎ、 １５ ｍｉｎ 和 １４ ｍｉｎ； ９４ ｍｍ ／ ｈ 雨强下共进行 ４ 场降雨， 每场降雨历时均为 １４ ｍｉｎ； １２７
ｍｍ ／ ｈ 雨强下共进行 ３ 场降雨， 每场降雨历时分别为 ２８ ｍｉｎ、 ２０ ｍｉｎ 和 ３０ ｍｉｎ。 试验正式开始时， 用设定的

雨强对试验土槽进行降雨， 待坡面产流后每隔 １ ｍｉｎ 或 ２ ｍｉｎ 接取一个径流泥沙样， 为保证产流产沙过程的

连续性， 每场降雨结束后立即进行地形扫描， 扫描用时约 １ ｍｉｎ， 扫描结束后开始下一场次降雨。 径流体积

采用自制铁皮量桶测量， 坡面产沙量用烘干法推求。 整个试验过程用高清晰摄像设备进行全程监测， 并辅助

人工记录， 结合试验过程中采集的径流泥沙数据， 分析坡面侵蚀过程中的水沙过程。
１ ３　 地形测量

采用美国法如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ＦＡＲＯ Ｆｏｃｕｓ ３Ｄ 三维激光扫描仪测量坡面地形， 扫描速度

９７６ ０００ ｂｉｔ ／ ｓ， ５０ ｍ 距离实测精度达 ２ ０ ｍｍ， 扫描一个标准坡面用时约 １ ｍｉｎ。 为了使坡面建模精准、 无死

角， 将三维激光扫描仪安装于试验土槽正上方的降雨系统压力管道上（图 １）， 数据采集分雨前雨后分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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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降雨前进行一次地形扫描， 获得初始地形点云数据； 每场降雨结束后， 待坡面水下渗完全， 再次进行坡

面地形扫描， 获得完整的坡面形态演变数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细沟形态发育过程

图 ２ 所示为试验中用相机拍摄的 ６６ ｍｍ ／ ｈ 雨强下黄土裸坡坡面细沟形态演变过程。 图中依次为降雨开始

８ ｍｉｎ、 １２ ｍｉｎ、 １６ ｍｉｎ、 ２４ ｍｉｎ、 ２９ ｍｉｎ、 ３４ ｍｉｎ、 ３９ ｍｉｎ、 ４５ ｍｉｎ 和 ５２ ｍｉｎ 时的坡面地形。 从细沟演变过程

来看， 黄土细沟的发育经历了从跌坎， 到连续跌坎， 再到断续细沟， 最终形成连续沟网的发展过程。 跌坎出

现的位置通常是从坡面的中下部开始， 随着侵蚀的加剧， 跌坎逐渐发育成下切沟头， 在溯源侵蚀作用下， 沟

头前进、 沟道下切、 沟壁坍塌， 沟网逐渐联通并向上延伸， 发育成完整的细沟网络。 由于试验之前进行了预

降雨， 导致土壤入渗能力减弱， 降雨开始 ３ ｍｉｎ 后坡面开始产流， 此时的坡面侵蚀以雨滴溅蚀为主； 当降雨

持续到 ５ ｍｉｎ， 坡面面流形成， 面流降低了雨滴对坡面的击溅作用， 此时坡面的侵蚀方式开始从溅蚀向面蚀

转换； 降雨 １０ ｍｉｎ 后， 由于坡面能量分布不均， 面蚀的不平衡加剧， 坡面面流逐渐汇聚形成集中径流， 当

集中径流增加到足以冲刷土体时， 被带走的土体在坡面上形成跌坎， 这一现象标志着细沟侵蚀的开始； 降雨

进行到约 ２０ ｍｉｎ， 许多小的细沟和跌坎链沿坡面形成， 细沟网络雏形逐渐显现； 此后， 在沟内水流的冲刷掏

蚀作用下， 沟头溯源和下切加剧， 细沟边壁不断崩塌， 形成断续细沟； 随着侵蚀的进一步发展， 降雨约 ４０
ｍｉｎ 后， 在水流的继续冲刷之下， 断续细沟间的分水岭被逐渐侵蚀， 断续细沟逐渐贯通形成树枝状连续沟

网， 至此细沟网络发育基本成熟。 在这一过程中， 降雨影响着细沟的发育进程， 细沟形态的不断演变影响着

坡面水沙关系， 为了揭示降雨、 细沟形态演变和产流产沙过程三者之间的关系， 将雨强、 地形、 水沙分别对

应起来进行研究。

图 ２　 试验中拍摄的 ６６ ｍｍ ／ ｈ 雨强下细沟形态演变过程

Ｆｉｇ ２ Ｒｉｌ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ｔ ６６ ｍｍ ／ ｈ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ａｋ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 ２　 细沟形态参数的变化

根据细沟形态的网络状分布特点， 本文选取了若干有代表性［１０］ 的细沟形态参数作为描述细沟形态演变

的特征参数， 用分形维数和密度描述细沟沟网的复杂程度， 用坡面地貌信息熵表示坡面地形的发育程度， 用

合并结点数和分叉比表示沟网的拓扑结构。 其数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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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沟密度 ρ ＝ ∑
ｎ

ｊ ＝ １
Ｌｔ，ｊ ／ Ａ０ （２）

式中： Ａ０为试验小区的面积， ｍ２； Ｌｔ，ｊ为细沟的总长度， ｍ， ｊ＝ １， …， ｎ 代表研究区域中的细沟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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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地貌信息熵 Ｈ ＝ Ｓ － ｌｎＳ － １ ＝ ∫１
０
ｆ（ｘ）ｄｘ － ｌｎ［∫１

０
ｆ（ｘ）ｄｘ］ － １ （３）

图 ３　 分形维数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式中： Ｈ 为地貌信息熵； Ｓ 为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面积与高程积分值；
ｆ（ｘ）为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面积与高程积分曲线。

不同雨强下的细沟形态参数变化过程如图 ３—图 ７ 所

示， 各参数随降雨时间的增加大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不

同雨强下形态参数的变化呈现较强规律性， 说明雨强对

细沟侵蚀过程有着重要影响。 通过对细沟形态参数的变

化分析， 细沟网络在 ９４ ｍｍ ／ ｈ 雨强下发育最为迅速， 在

６６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７ ｍｍ ／ ｈ 雨强下发育较缓， 说明中等雨强更

利于细沟网络的形成， 过大或过小的雨强都不利于形成

细沟沟网。

图 ４　 细沟密度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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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地貌信息熵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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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分叉比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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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合并结点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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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细沟演变对产流过程的影响　
图 ８ 所示为坡面在 ６６ ｍｍ ／ ｈ、 ９４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７ ｍｍ ／ ｈ ３ 种雨强下的产沙过程。 ６６ ｍｍ ／ ｈ 雨强下共进行了 ５

场降雨， 在第 １ 场降雨产流初始阶段， 坡面径流量逐渐增大， 当产流进行到 ７ ｍｉｎ 时径流量基本稳定在

１３ Ｌ ／ ｍｉｎ； 第 ２ 场降雨过程中， 由于经过前期降雨， 在雨滴击溅和土壤黏粒的物理化学分散作用下， 坡面土

壤形成结皮， 地表粗糙度减小， 土壤入渗率降低， 产流过程趋于平稳， 平均产流量维持在 １３ Ｌ ／ ｍｉｎ 左右；
在之后的 ３ 场降雨过程中， 随着侵蚀的发展， 土壤结皮被破坏， 下渗作用增强， 坡面产流能力呈现逐渐下降

的趋势， 后期产流量约为 ９ Ｌ ／ ｍｉｎ， 且由于黄土稳定性较差， 在侵蚀发展过程中引起地表径流过程出现明显

波动。 ９４ ｍｍ ／ ｈ 雨强下共进行了 ４ 场降雨， 产流过程总体较为稳定， 随着土体侵蚀和下渗作用的变化， 径流

量变化幅度为 １０～１５ Ｌ ／ ｍｉｎ； １２７ ｍｍ ／ ｈ 雨强下共进行了 ３ 场降雨， 由于雨强较大， 土壤结皮不易形成。 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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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降雨时， 坡面产流属于超渗产流， 径流量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变化， 在之后的第 ２ 场、 第 ３ 场降雨中， 产流

方式从超渗产流转变为蓄满产流， 径流量增大， 平均径流量约为 １５ Ｌ ／ ｍｉｎ， 但由于雨强较大加剧了土体的不

稳定， 坡面径流产生过程中有明显波动， 此时正是沟壁坍塌和溯源侵蚀较为强烈的阶段。 对比 ３ 种雨强下细

沟侵蚀的产流过程， 初始降雨阶段的坡面产流量明显增大， 细沟发育活跃阶段产流过程随之发生明显波动，
到达稳渗阶段坡面产流量呈下降趋势， 说明土体透水性、 土壤结皮以及产流方式是影响坡面产流的主要因

素， 而细沟的产生和发育对坡面产流过程的影响非常有限。

图 ８　 不同雨强下坡面产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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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细沟演变对产沙过程的影响 　
图 ９ 所示为坡面在 ６６ ｍｍ ／ ｈ、 ９４ ｍｍ ／ ｈ 和 １２７ ｍｍ ／ ｈ ３ 种雨强下的产沙过程。 从总体变化趋势看， 雨强越

大径流含沙量越高： ６６ ｍｍ ／ ｈ 雨强下含沙量的变化范围为 ５０ ０ ～ ４００ ｋｇ ／ ｍ３， ９４ ｍｍ ／ ｈ 雨强下的变化范围为

５０ ０～４６０ ｋｇ ／ ｍ３， １２７ ｍｍ ／ ｈ 雨强下的变化范围为 ２００～５５０ ｋｇ ／ ｍ３。 ６６ ｍｍ ／ ｈ 雨强下， 第 １ 场、 第 ２ 场降雨的

坡面侵蚀以面蚀为主， 含沙量较小（约 ５０ ０ ｋｇ ／ ｍ３）； 从第 ３ 场降雨开始， 细沟发育活跃， 含沙量迅速增加至

３００ ｋｇ ／ ｍ３， 且由于此阶段沟壁坍塌发生频繁， 含沙量波动幅度明显加剧； 在第 ４ 场、 第 ５ 场降雨过程中，
细沟沟网逐渐趋于稳定， 沟头前进、 沟壁坍塌作用减弱， 坡面产沙趋于平稳， 含沙量维持在较高水平且呈缓

慢增加趋势， 最高达 ４００ ｋｇ ／ ｍ３。 ９４ ｍｍ ／ ｈ 雨强下坡面产沙的变化趋势与 ６６ ｍｍ ／ ｈ 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 第

１ 场、 第 ２ 场降雨时含沙量较低， 平均在 １００ ｋｇ ／ ｍ３左右， 从第 ３ 场降雨开始含沙量波动上升， 最高达 ４００
ｋｇ ／ ｍ３， 第 ４ 场降雨中， 随着沟网的逐渐形成， 含沙量总体稳定， 随侵蚀的强弱动态变化略有波动， 平均在

４００ ｋｇ ／ ｍ３左右。 １２７ ｍｍ ／ ｈ 雨强下， 从第 １ 场降雨开始， 含沙量逐渐增加至 ４００ ｋｇ ／ ｍ３， 第 ３ 场降雨中， 伴随

细沟发育、 沟头坍塌、 边壁滑塌的发展， 含沙量在 ４００～５００ ｋｇ ／ ｍ３之间振荡。 对比 ３ 种雨强下的细沟侵蚀产

沙过程， 大致变化趋势相似： 伴随细沟的逐渐形成， 含沙量呈明显的振荡上升趋势， 这一时期黄土较为频繁

地发生崩塌等偶然性事件， 成为引起产沙加剧的主要原因； 当细沟沟网发育趋于成熟， 此时细沟边壁逐渐稳

定， 发生崩塌等偶然性事件的频率下降， 含沙量趋于平稳； 雨强的大小直接影响坡面产沙量， 雨强越大， 稳

定后的坡面径流含沙量越高。 以上分析表明， 细沟形态的演变对坡面产沙有显著的影响， 细沟侵蚀发生之前

坡面径流含沙量相对较低， 细沟侵蚀发育活跃期含沙量会随之振荡上升， 当细沟沟网基本形成， 沟床基本稳

定时， 含沙量会趋于相对稳定状态， 细沟沟网稳定后的含沙量大小与降雨强度呈正相关关系。
２ ５　 细沟形态参数与坡面水沙的关系

对比细沟形态演变中的坡面产流产沙过程， 产流过程线表现较为平稳， 各场次降雨之间径流量变化幅度

较小； 产沙过程线波动较为剧烈， 各场次降雨之间的含沙量变化幅度较大， 说明细沟演变对产流过程的影响

非常有限， 对产沙过程的影响较大。
为进一步分析细沟形态演变对产流产沙的影响， 将每场降雨结束时的形态参数与该场降雨过程中采集到

的径流量、 产沙量的平均值相对应， 进行相关分析。 用分形维数（ＦＤ）、 密度（ｄ）、 坡面地貌信息熵（ＧＣ）、
合并结点数（ＭＮ）和分叉比（ＢＲ）表示细沟沟网的形态特征； 用产流量（ＲＰ）和产流率（ＦＲ）表示坡面产流特

征； 用产沙量（ＳＬ）和侵蚀速率（ＥＲ）表示坡面产沙特征。 将细沟发育过程中扫描得到的坡面地形点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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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不同雨强下细沟侵蚀的产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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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０ 中进行数据处理， 提取不同降雨时段的细沟形态特征参数， 计算其与坡面产流产沙

参数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表 １）。 从表 １ 的计算结果看， ＧＣ、 ＭＮ、 ＢＲ 与产沙量（ＳＬ）相关性较好， 尤

其是坡面地貌信息熵（ＧＣ）与产沙量和侵蚀速率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０ ９５４ 和 ０ ９１６， 而各形态参数与产流量

（ＲＰ）相关关系不明显， 其中相关性最强的为 ＭＮ 与 ＲＰ， 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２６。 从相关分析来看， 细沟形态演

变与坡面产沙关系较为密切， 与坡面产流关系表现较弱。 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试验观测得到的结论， 也与

和继军等［８］在对黄绵土进行的模拟降雨试验中得到的结果一致。
表 １　 细沟形态参数与坡面产流产沙关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 ｒｉｌ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参数 ＳＬ ＥＲ ＲＰ ＦＲ ＦＤ ＧＣ ＭＮ ＢＲ ｄ
ＳＬ １ ０００
ＥＲ ０ ８８０ １ ０００
ＲＰ ０ ８５９ ０ ７２８ １ ０００
ＦＲ ０ ３０２ ０ ３７２ ０ ０１８ １ ０００
ＦＤ ０ ６３５ ０ ４７１ ０ ４２１ ０ ３１３ １ ０００
ＧＣ ０ ９５４ ０ ９１６ ０ ４８２ ０ ３５９ ０ ６１３ １ ０００
ＭＮ ０ ７９４ ０ ４７５ ０ ６２６ ０ １６７ ０ ８１８ ０ ５７３ １ ０００
ＢＲ ０ ７２７ ０ ６１０ ０ ５１０ ０ ０５６ ０ ５９４ ０ ６２７ ０ ６２６ １ ０００
ｄ ０ ６９５ ０ ４９４ ０ ５９８ ０ １７０ ０ ７５２ ０ ５１７ ０ ９２３ ０ ５３６ １ ０００

３　 结　 　 论

（１） 从试验观测得到的坡面地形演变过程看， 黄土细沟的发育位置通常从坡面的中下部开始形成跌坎，
随着降雨继续， 发展成为跌坎链， 跌坎逐渐下切发育成沟头， 在溯源侵蚀作用下， 沟头前进、 沟壁坍塌、 沟

头扩张， 沟网逐渐向上延伸并形成断续细沟， 最终断续细沟相互贯通， 形成连续的树枝状细沟网络。
（２） 通过细沟形态演变过程与坡面水沙过程对比分析， 发现黄土细沟形态演变过程对产沙的影响较大，

而对产流的影响较弱。 径流量的变化过程主要取决于土体透水性、 土壤的结皮作用以及产流方式的转变， 细

沟形态演变的影响非常有限； 而细沟形态演变过程与坡面产沙的变化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在细沟发育活跃阶

段含沙量明显上升， 伴随沟壁的崩塌含沙量剧烈波动， 在沟网发育稳定阶段含沙量维持在较高水平， 说明细

沟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影响坡面产沙过程。
（３） 通过细沟形态演变特征参数与坡面产流产沙特征参数的相关分析， 细沟形态特征参数与产沙量相

关性较好， 与产流量（ＲＰ）相关性较差， 这进一步验证了细沟形态演变与坡面产沙关系密切， 与坡面产流关

系较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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