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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掏挖是黄土高原地区夏闲地翻耕时广为应用的耕作方式， 为探明其坡面侵蚀过程， 利用三维激光扫描

仪及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 阐明其在人工模拟间歇降雨下坡面微地貌、 侵蚀产沙及水力学参数演变规律。 结果表明： ① 坡

面侵蚀历经溅蚀—片蚀、 断续细沟、 连续细沟 ３ 个阶段； 降雨截止时细沟平面密度、 平均沟深、 最大沟长和最大沟

深分别增至初始的 １ ４２ 倍、 ２ ２４ 倍、 １５ ５ 倍和 ２ ４３ 倍。 ② 地表糙度随降雨历时推移从 １ ７０６ 呈近似线性趋势减

小至 １ ４８８； 累积降雨量达 ８０ ｍｍ 之前， 径流量、 含沙量随地表糙度的减小增加缓慢， 但之后随地表糙度减小增加

剧烈。 ③ 降雨过程中流速呈现波动增加趋势， 水流由层流快速过渡至紊流， 但始终保持为缓流， 水流阻力呈波动

下降， 且形态阻力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人工掏挖耕作坡面在雨强 １ ５ ｍｍ ／ ｍｉｎ、 降雨量 ８０ ｍｍ 以内可起到蓄水保土

作用， 但在连续强降雨下也更易引起细沟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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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脆弱， 水土流失严重［１］， 尤其以坡耕地最为突出， 调查表明： 坡耕地侵蚀产沙超过

总产沙量的 ４０％［２］。 每年的 ６—７ 月份， 旱作物收获后， 人们通常执行人工掏挖等耕作措施对夏闲地翻耕晾

晒， 形成凹凸相间地形， 加强降水的就地拦蓄和入渗， 从而为植被生长创造良好的水分条件； 与此同时， 黄

土高原降雨频发， ７—９ 月份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的 ６０％～７０％［３］， 且多以暴雨的形式出现。 因此， 研究降雨

和耕作同时作用下坡面侵蚀过程及机理对于指导人们合理耕作意义重大。
影响坡耕地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包括降雨、 土壤、 植被和地形。 降雨是土壤侵蚀的主要动力因子， 目前

对于降雨侵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次降雨过程［４⁃５］， 而连续的间歇性降雨对土壤侵蚀过程影响的研究较少。 除

降雨外， 耕作措施改变坡面微地形及土壤结构， 也间接影响坡面侵蚀。 赵龙山等［６］ 研究表明： 不同耕作方

式的水土保持效应与其形成的地表微地形空间特征密切相关， 执行人工掏挖耕作一方面使地表糙度增加以增

大其地表填洼量， 强化降雨入渗， 另一方面延长地表汇流路径， 阻碍地表径流汇集， 可有效减少坡面水土流

失； 郑子成等［７］研究认为人工锄耕地表延缓坡面产沙作用强于糙度较小的地表， 其对侵蚀的影响， 与降雨

持续时间密切相关； 王健等［８］通过开展农业耕作措施蓄水保土效益试验研究证实人工掏挖耕作与未执行耕

作的裸坡相比， 可增加 ４０ ７３％的降雨入渗， 减少 ２５ ４７％的坡面产沙。 综上可知， 部分学者对人工掏挖等耕

作措施水土保持效应开展了相应研究， 但主要集中于次降雨过程中其蓄水拦沙作用及地表糙度的变化， 而对

间歇性强降雨作用下其坡面侵蚀微地貌演化过程、 侵蚀参数及水动力学参数的时空动态变化等鲜有报道。
本研究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与 ＧＩＳ 软件， 通过人工模拟间歇降雨试验， 定性、 定量探索人工掏挖坡面侵

蚀过程、 地表糙度与产流产沙之间的响应规律及水力学参数变化规律， 有望对于指导坡耕地农业耕作实践及

提高土壤侵蚀预测水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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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及装置

供试土壤取自陕北坡耕地耕作层（０～２０ ｃｍ）， 土壤类型为黄绵土。 将供试土样风干， 用激光粒度分析仪

测其机械组成， 粉粒（０ ００２ ～ ０ ０２ ｍｍ）最多， 占总质量的 ５４ ５４％， 砂粒（０ ０２ ～ ２ ｍｍ）占 ３５ ２５％， 黏粒

（＜０ ００２ ｍｍ）最少， 占 １０ ２１％， 按照国际制土壤质地划分标准判定其为粉砂质壤土。
降雨模拟实验在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降雨大厅进行， 采用下喷式自动模拟降雨

装置， 喷头高度 １６ ｍ， ９８％以上雨滴能达到自然雨滴终速。 根据研究区多年自然降雨资料， 取暴雨事件中常

见的最大 ３０ ｍｉｎ 降雨强度作为设计雨强， 约为 ９０ ｍｍ ／ ｈ。 试验前进行降雨率定， 保证率定雨强偏差在设计雨

强 ５％范围以内， 降雨均匀度在 ８５％以上。
试验土槽为可调式钢槽， 长 ５ ｍ、 宽 １ ｍ、 高 ０ ６ ｍ。 土槽下端设集流装置， 用于收集径流、 采集泥沙样

品。 此地区坡耕地上最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坡度为 ８° ～ ３５°［９］， 而前人对侵蚀临界坡度的研究大多表明临界坡

度在 ２０° ～３０°之间［１０］， 在临界坡度范围内侵蚀随坡度增加而增加， 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后， 大于 １５°坡面

已经禁止开垦耕作， 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允许耕作范围内侵蚀最严重的坡面， 因此， 选取坡度为 １５°。
１ ２　 试验布设

关于试验对象的选取主要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野外调研， 郑子成等［７］ 和梁心蓝等［１１］ 关于地表糙度

对侵蚀及水力学特性影响的研究中， 均表明人工掏挖可增加地表糙度、 增强入渗、 延缓坡面径流的发生。 实

图 １　 耕作措施布设

Ｆｉｇ １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验前对杨凌和其周围县城周至、 淳化及陕北地区做了充分调研， 咨询当

地农民， 证实人工掏挖耕作措施在夏闲地翻耕时应用广泛， 因此， 选其

作为研究对象。 试验前先在土槽中装 １５ ｃｍ 厚天然沙， 铺上透水纱布以

保持土壤透水状况接近天然坡面。 将自然风干的土样过筛（孔径 １ ｃｍ）后
分层填装于试验土槽中， 每层装土 ５ ｃｍ， 装土厚度 ４０ ｃｍ， 边填边压实，
使容重控制在 １ １～１ ３ ｇ ／ ｃｍ３之间， 土壤含水量在 ８％左右。 填完土后执

行人工掏挖耕作模拟， 根据前期调研数据， 将掏挖形式、 密度和深度等

比例在试验土槽内布设： 用镢头从坡底向坡顶对地表挖穴， 深度 ５ ～
８ ｃｍ， 间距 １５ ｃｍ， 掏挖穴在横向和纵向上分布均匀， 形成凹凸相间的微

地形， 并使地面保持掏挖后的原始状态（试验布设见图 １）。 坡面布设完，
为使其与自然坡面更加接近， 在室外久置 ５ ～ ６ 个月， 遇大于 ５ ｍｍ 降雨

时用塑料布遮盖。
在前人对坡面侵蚀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细沟发育过程中的演变特征， 进行 ５ 场间歇性降雨实验， 每两场

间隔 ３～５ ｄ， 待地表表面无积水且较干燥时进行下一场降雨试验。 次降雨历时依据坡面侵蚀过程中坡面形态

的微小变化确定， 即当坡面出现明显微地形变化时停止降雨。 坡面产生裂缝、 跌坎儿则结束第 １ 次降雨； 有

明显的细沟产生则结束第 ２ 次降雨； 坡面细沟增多， 即将产生细沟沟网则结束第 ３ 场降雨； 坡面有明显细沟

沟网形成则结束第 ４ 次降雨； 产生连续细沟且沟网不断扩大则结束最后一场降雨。 每场降雨后利用三维激光

扫描仪获取空间分辨率为 ０ ５ ｍｍ 的 ＤＥＭ 数据， 然后对 ＤＥＭ 进行去噪、 拼接等预处理， 得到去除无效点后

的完整坡面高程数据。 最后，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得到坡面细沟侵蚀动态演化过程图并提取侵蚀参数。
每场降雨过程中， 坡面开始产流后每隔 ２ ｍｉｎ 接取径流泥沙样， 取样时间 ３０ ｓ， 之后将样品静置 ２４ ｈ 以

上， 倒掉上层清液， 将剩余泥沙样在 １０５ ℃烘箱内烘干并称重， 以上所获取数据用于计算降雨各阶段径流量

和含沙量。
本研究将高锰酸钾染色法和电解质流速仪法结合， 对坡面及细沟内的流速进行实时监测， 在距坡顶

０ ５ ｍ、 ２ ｍ、 ３ ５ ｍ 处布设 ３ 个测点， 测流区长度为 １ ｍ， 每隔 ４ ｍｉｎ 测 １ 次， 同时用水位测针测量各测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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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流水深。 为验证流速仪法与染色法所测流速的差异性， 试验前在另一相同规格的土槽上人工形成一定形态

的细沟并进行人工模拟降雨， 分别用此两种方法对细沟内的流速测量， 计算两种方法不同测试距离流速加权

平均值， 分别为 ０ ７３５ ｍ ／ ｓ 和 ０ ７１５ ｍ ／ ｓ， 百分比差值为 ２ ７％， 因此， 认定两种方法可以结合测定坡面及细

沟内流速。
１ ３　 数据处理

１ ３ １　 地表糙度计算

地表糙度为地表在比降梯度最大方向上凸凹不平的形态或起伏状况。 本研究地表糙度反映坡面整体凹凸

起伏程度， 即为坡面的综合地表糙度。 利用上述 ＤＥＭ 数据， 采用平均绝对高差法［１２］计算地表糙度。

ΔＺｈ ＝ ∑
ｎ

ｉ ＝ １

Ｚ ｉ － Ｚ ｉ ＋ｈ

ｎ
（１）

式中： ΔＺｈ为绝对高差； Ｚ ｉ为 ｉ 点高程； Ｚ ｉ＋ｈ为 ｉ＋ｈ 点高程； ｈ 为距 ｉ 点距离； ｎ 为样本数。
通过回归法得到平均绝对高差 ΔＺｈ与产生 ΔＺｈ的两点间水平距离 Δｘｈ之间的线性关系：

１ ／ ΔＺｈ ＝ ａ ＋ ｂ（１ ／ Δｘｈ）　 　 　 ＬＤ ＝ １ ／ ａ　 　 　 ＬＳ ＝ １ ／ ｂ （２）
式中： ａ、 ｂ 为待定参数； ＬＤ为有限高差； ＬＳ为有限坡度。

最后得出地表糙度值为（ＬＤ×ＬＳ） １ ／ ２。
１ ３ ２　 细沟侵蚀形态参数计算

将预处理的 ＤＥＭ 数据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提取细沟沟网及细沟面积， 在此基础上计算细沟平面密度和平

均深度［１３］。

细沟平面密度 μ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Ａ０
（３）

式中： μ 为细沟平面密度； Ａ０为坡面总面积， ｍ２； Ａｉ为坡面细沟平面面积， ｍ２。

细沟平均深度 Ｈ ＝
∑

ｎ

ｉ ＝ １
ｈｉＡｉ

∑
ｎ

ｉ ＝ １
Ａｉ

（４）

式中： Ｈ 为细沟平均深度， ｍ； ｈｉ为坡面第 ｉ 条细沟沟深， ｍ。
１ ３ ３　 坡面流水力学参数计算

借鉴河流动力学原理和方法， 用相应经验公式对坡面流水力学参数进行计算， 包括量纲一参数雷诺数

Ｒｅ 及弗劳德数 Ｆｒ［４］。
坡面流阻力指水流在沿坡流动过程中所受到的阻碍水流运动的力。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 等［１４］ 根据坡面流阻力来源

将坡面流阻力分为颗粒阻力 ｆｇ ［１５］、 形态阻力 ｆｆ ［１６］、 波阻力 ｆｗ和降雨阻力 ｆｒ ［１６］， 并且认为 ４ 种阻力可以叠加，
由于本研究所有处理均未涉及地表覆盖物、 植被、 砾石等粗糙源， 所以波阻力为 ０。 叠加阻力 ｆ 为颗粒阻力、
形态阻力和降雨阻力之和。

ｆ ＝ ｆｇ ＋ ｆｆ ＋ ｆｒ （５）

２　 结果分析

２ １　 侵蚀演化过程及侵蚀参数的变化

人工掏挖坡面侵蚀主要发育过程（图 ２）表现为溅蚀—片蚀—细沟侵蚀。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溅蚀、 片蚀发

育， 如图 ２（ａ）所示， 坡面局部产生个别的裂缝和微小跌坎儿； 第二阶段为细沟侵蚀形成阶段， 见图 ２（ｂ），
坡面裂缝发展形成了断续微小的细沟； 第三阶段为细沟侵蚀发展阶段， 如图 ２（ｃ）所示， 在降雨的持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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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土丘被削平， 洼地相贯通， 细沟沟壁坍塌， 溯源侵蚀使沟道连通成为连续细沟， 其长度、 宽度和深度都

迅速增大。 大多研究认为坡面侵蚀过程经历细沟间侵蚀和细沟侵蚀两个阶段， 本研究也不例外， 但是坡面侵

蚀形态与前人的研究又有所差异， Ｈｅ 等［１７］研究了平整裸坡的侵蚀发育过程， 认为细沟间侵蚀过程中坡面主

要出现下跌的小水坑， 从图 ２（ａ）可以看出， 人工掏挖坡面细沟间侵蚀过程中除有跌坎出现外， 还有较多的

裂缝， 这主要是因为布设耕作措施时， 将掏挖后的土壤在地表堆成土丘时， 土丘内部土壤异质性较大， 降雨

后入渗不一， 易被破坏形成裂缝， 其为细沟的出现提供了充分条件。 特别要注意的是， 人工掏挖坡面细沟的

演变发展均在耕作扰动层范围以内， 这均表明耕作活动对细沟的产生及发展有很大影响。

图 ２　 坡面侵蚀形态

Ｆｉｇ ２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为定量地描述细沟侵蚀发育过程， 笔者引用了细沟侵蚀形态参数（表 １）及侵蚀过程 ＤＥＭ 图像（图 ３）。
降雨初期， 坡面土壤含水量比较低， 降雨大多就地入渗， 加之坡面微地貌横向切断径流， 层层拦截， 人工掏

挖坡面并无明显变化； 第 ２ 场降雨结束后， 坡面上的裂缝和跌坎逐渐发展， 演化出两条明显的细沟， 上部细

沟长 １４ ｃｍ、 宽 １ ６ ｃｍ、 深 ３ １ ｃｍ， 下部细沟长 ２１ ｃｍ、 宽 ２ ３ ｃｍ、 深 ３ ５ ｃｍ。 第 ３、 第 ４ 场降雨， 此前产生

的 ２ 条细沟不断下切侵蚀、 侧向坍塌和溯源侵蚀， 导致沟道的宽度和长度增加， 上部形成的沟道溯源侵蚀分

叉形成两条沟道， 形态分别为长 １１９ ｃｍ、 ８０ ｃｍ， 宽 ７ ７ ｃｍ、 ７ ５ ｃｍ， 深 ７ ｃｍ、 ６ ｃｍ， 由于泥沙沉积， 侵蚀

源头深度变小为 １ ５ ｃｍ； 中下部沟道长 １００ ｃｍ， 宽 １０ ｃｍ， 深 ７ ５ ｃｍ。 历经第 ５ 场降雨后， 上、 下部细沟沟

头不断下切侵蚀和溯源侵蚀， 最终合并， 形成一条长 ３２７ ｃｍ， 宽 １０ ５ ｃｍ， 深 ８ ５ ｃｍ 的细沟。 降雨截止时细

沟平面密度及平均沟深相较于细沟发育初期分别增加了 １ ４２ 倍和 ２ ２４ 倍。 纵观侵蚀形态发育过程得出： 人

工掏挖形成的凹凸相间地形， 在累积降雨量逐渐达到 ８１ ｍｍ 之前， 能够有效拦截地表径流， 减少坡面水土流

失。 但之后随累积降雨量增加， 坡面出现细沟侵蚀， 细沟的出现会加剧侵蚀， 使含沙量明显增加［１８］， 坡面

形态遭严重破坏， 其拦蓄径流作用失效。

表 １　 人工掏挖处理细沟侵蚀形态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ｒｉｌ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降雨
场次

降雨历时
Ｔ ／ ｍｉｎ

平面密度
μ

平均沟深

Ｈ ／ ｃｍ
最长沟长
Ｌｍａｘ ／ ｃｍ

最大沟深
Ｈｍａｘ ／ ｃｍ

最长沟平均沟宽
Ｄ ／ ｃｍ

１ ２８ — — — — —

２ ２６ ０ ０６０ ３ ３ ２１ ３ ５ ２ ３

３ ２５ ０ ０６１ ５ ８ １０８ ６ ０ ６ ４

４ ２４ ０ ０６５ ６ ７ １１９ ７ ５ ７ ７

５ ２７ ０ ０８５ ７ ４ ３２７ ８ ５ １０ ５

２ ２　 地表糙度对径流量、 含沙量的影响

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为人工掏挖坡面 ５ 场降雨过程中径流量和含沙量随地表糙度的变化情况。 在整个降雨历



７２４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８ 卷　

注： 以沿坡度方面坡面顶端的斜面为基准面， 向下为正方向。

图 ３　 人工掏挖坡面细沟形态发育过程

Ｆｉｇ ３ Ｒｉｌ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ｇｇｉｎｇ

程中， 地表糙度随降雨冲刷减小， 而径流量和含沙量随着地表糙度减小不断增加。 在降雨和集中性水流同时

作用下， 土丘被逐渐削平， 坑洼处被侵蚀物质填充， 导致地表糙度减少。 累积降雨量至 ８１ ｍｍ 过程中， 径流

量随地表糙度的减小并未发生较大变化， 保持在 ５５０ ｍＬ ／ ｍｉｎ 左右， 含沙量也只有微小增加趋势， 不超过

０ ０４ ｇ ／ ｍＬ。 从第 ３ 场降雨开始， 即累积降雨量为 ８１ ｍｍ 之后， 径流量和含沙量随地表糙度的减小急剧增加，
分别达到 ３ ５００ ｍＬ ／ ｍｉｎ、 ０ １２ ｇ ／ ｍＬ 以上。 降雨终止后， 径流量和含沙量较初始时均增加了 １０ 倍以上。 郑子

成等［７］通过室内试验也表明耕作坡面地表糙度随降雨呈减小的变化趋势， 人工掏挖坡面在第 １ 次降雨条件下

没有径流及产沙发生； 随着降雨的继续进行， 坡面侵蚀量增大， 但径流量变化不明显。 有的学者还建立相应

的统计方程， 证明土壤流失量与坡面地表糙度呈反比例关系， 即地表粗糙度具有减小坡面土壤侵蚀的作

用［１９］。 结合坡面侵蚀演化过程， 累积降雨量达 ８１ ｍｍ 之前坡面上主要发生溅蚀、 片蚀以及细沟初步形成，
侵蚀物质填充坑洼， 导致地表糙度减小且减小幅度较大。 此过程中坡面上高低起伏的土丘和洼地起着截流入

渗作用， 致使径流与侵蚀产沙有一定的延迟。

图 ４　 地表糙度随降雨变化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图 ５　 径流量与含沙量随糙度变化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 ３　 坡面流水力学特性

５ 场间歇降雨历经 １３０ ｍｉｎ， 降雨量达 １９５ ｍｍ， 且由于坡面前期比较干燥， 地表坑洼起伏， 降雨量达

４５ ｍｍ之前几乎没有产流， 因而第 １ 场降雨并没有获取水动力学参数数据。 图 ６ （ａ）、 图 ６（ｂ）可以看出坡面

流速和水深均呈增加趋势， 而且流速还表现出波动增加， 分别从产流时的 ０ ０４ ｍ ／ ｓ、 ０ ５ ｃｍ 增加至降雨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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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时的 ０ ３ ｍ ／ ｓ、 ２ ｃｍ 以上。 降雨量 ８１ ｍｍ 之前， 细沟发育还不完全， 汇流较少， 因而流速相对也较小， 之

后随着细沟的发生发展， 坡面汇流明显增加， 导致流速水深也剧烈增加。 有研究表明细沟水流流速随着径流

量增加而增加［２０］， 也有研究指出细沟形态特征对细沟水流流速影响很大， 细沟水流流速随细沟宽度增加而

显著减小［２１］， 结合本实验可得径流量和断面形态均影响着流速的演变发展， 坡面汇流量随降雨不断加大，
细沟长度、 宽度以及沟深也呈不同幅度增加， 但整体上以径流量增加为主， 因而表现出波动增加的趋势。

图 ６（ｃ）、 图 ６ （ｄ）显示了细沟内水流的雷诺数与弗劳德数变化情况。 从图 ６ 可以看出， Ｒｅ 随累积降雨历时

增加而增加， 降雨量到 ５２ ｍｍ 过程中， Ｒｅ 小于 ５００， 水流为层流， 之后向紊流逐渐过渡， 累积降雨量约为

８１ ｍｍ以后， Ｒｅ 迅速增大直到降雨终止达 １２ ０００ 以上， 水流保持为紊流。 相比于雷诺数， 弗劳德数随降雨增加

幅度较小， 且变化规律并不明显， 但在整个降雨过程中 Ｆｒ 均小于 １， 判定人工掏挖坡面细沟内水流流态为缓

流。 累积降雨量达 ５２ ｍｍ 之前， 坡面主要发生细沟间侵蚀， 流速、 水深及径流量等均较小， 因而 Ｒｅ、 Ｆｒ 也较

小， 之后发生细沟侵蚀， 坡面流渐渐汇集于形成的细沟中， 其流速及水深较前一阶段显著增大， 导致 Ｒｅ、 Ｆｒ
也增大。 Ｐｅｎｇ 等［２２］研究得出在细沟侵蚀过程中， 不同坡度不同流量下 Ｒｅ 变化于１ ２００～７ ７００之间， 而且当坡度

保持一致时 Ｒｅ 随流量增加更显著， 而 Ｆｒ 随坡度和流量的变化并没有什么规律， 但其所测结果 Ｆｒ 均大于 １。 前

人所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平整的裸地， 而本研究采用地形更为复杂的坡面， 人为执行这种耕作措施， 将掏挖后

的土堆积在坡面时并不能保证其密实度、 土壤特性均保持一致， 这导致即使细沟形成后， 其沟底也是凹凸起伏

的， 地表糙度的存在会使水流紊动性增加， 同时阻缓径流， 增加径流深， 所以在降雨截止时， 水流快速过渡至

紊流， 细沟间侵蚀时水流为层流； 但受坡面微地形的影响， 水流流态保持为缓流。

图 ６　 水动力学参数随累积降雨历时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２ ４　 坡面水流阻力分布规律

本研究根据阻力的来源对人工掏挖坡面及细沟水流阻力进行分析（图 ７）， 颗粒阻力、 降雨阻力、 形态阻

力都随累积降雨历时逐渐减小， 因而叠加阻力也不断减小。 各阻力系数随降雨量累积至 １２０ ｍｍ 过程中减幅

较大， 颗粒阻力和降雨阻力分别较降雨开始时减小了 ０ ７０ 倍和 ０ ９３ 倍， 而随后两场降雨水流阻力呈缓慢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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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趋势。 降雨对水流的扰动表现为层流影响大， 紊流影响小［１６］， 第 ２ 场降雨后， 细沟初步形成， 汇流路径

也逐渐固定， 水深由浅向深缓慢发展， 雷诺数逐渐增加， 水流由层流快速过渡至紊流， 降雨阻力微乎其微。
坡面汇流进入细沟， 水力半径增加， 雷诺数在此过程中快速增加， 颗粒阻力与雷诺数成反比［１５］， 所以颗粒

阻力呈减小趋势。 对于人工掏挖坡面， 初始糙度较大， 随着降雨产流冲刷一系列过程， 坑洼逐渐连通， 凸起

的土丘经冲刷后逐渐淤积在地势较低的洼地， 所以糙度越来越小， 坡面逐渐趋于平整， 而微地形对形态阻力

影响十分显著， 所以在 ５ 场降雨下形态阻力一直减小。 整个降雨过程中， 坡面水流阻力大小顺序为形态阻力

＞颗粒阻力＞降雨阻力， 形态阻力比其他阻力大很多， 在水流阻力中起主导作用。

图 ７　 坡面水流阻力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７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３　 结　 　 论

（１） 人工掏挖坡面侵蚀演化历经 ３ 个阶段： 溅蚀、 片蚀发育， 坡面出现裂缝、 跌坎儿阶段； 坡面产生

断续的细沟阶段； 细沟流路相互贯通、 沟头溯源侵蚀加强阶段。 细沟平面密度及沟深均随降雨由初期

０ ０６ ｃｍ、 ３ ３ ｃｍ 发育到 ０ ０８５ ｃｍ、 ７ ４ ｃｍ， 降雨结束后， 最大沟长达 ３２７ ｃｍ， 最大沟深达 ８ ５ ｃｍ， 分别扩

大至初始的 １５ ５ 倍、 ２ ４３ 倍。
（２） 在累积降雨量达 ８１ ｍｍ 之前， 坡面主要发生溅蚀、 片蚀， 径流量和含沙量随地表糙度减小增加缓

慢， 分别在 ５５０ ｍＬ ／ ｍｉｎ、 ０ ０４ ｇ ／ ｍＬ 以内， 但之后降雨过程中由于细沟的形成增加剧烈， 坡面截流入渗作用

逐渐消失。 降雨至 １９５ ｍｍ 时截止， 径流量和含沙量均增至初始时的 １０ 倍以上。
（３） 受细沟形态演变及汇流影响， 细沟水流流速随降雨历时呈波动增加趋势； 细沟间侵蚀水流为层流，

随细沟流道形成， 水流快速过渡至紊流； 但受坡面微地形的影响， 水流流态保持为缓流。
（４） 颗粒阻力、 降雨阻力和形态阻力均随累积降雨历时逐渐减小， 因而叠加阻力也不断减小。 形态阻

力在水流阻力中起主导作用， 地表糙度对水流阻力影响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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