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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 

摘 要 介绍了坡面土壤侵蚀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类型，综述了坡面土壤侵蚀动力学过程和预报模型等方面的研究 

进展，包括土壤表层结皮、雨滴溅蚀、片流侵蚀、细沟侵蚀、坡面流输沙、土壤侵蚀界限坡度，以及土壤侵蚀预报 

模型等．并简要讨论了土壤侵蚀动力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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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土壤侵蚀已经成为困扰整个世界的环境问题． 

据估计，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每年因水土流失和土地 

沙漠化损失的耕地达 (5 X 10加 7 X 10 )in。， 

表土资源正以每年 0．7％ 的速度减少 【 ． 我国西 

北地区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稀少，水土流失 

十分严重，是世界上侵蚀最剧烈，面积最大的水土 

流失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黄河中上游流失面积达 

4．5 X 10 km0，平均土壤侵蚀模数3 700t／(km2．a)，其 

中 1．56 X 10 km0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高原沟壑区 

的土壤侵蚀模数在 5 000 t／(km2．a)以上，局部高达 

(15000 30000)t／(km2．a)t引．严重的土壤侵蚀导致 

土壤资源大量流失，土地肥力下降，粮食减产．侵蚀 

产生的沙土输入河流，造成河湖淤塞，洪水泛滥，给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胁．研究侵蚀过程，控 

制水土流失对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特别是对西部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土壤侵蚀问题已有大量而广泛的研究 【引．对于 

侵蚀类型、侵蚀强度及其区域划分、侵蚀地貌形态等 

有了比较成熟的定性认识．同时，通过大量野外和室 

内实验深入探讨了产流和产沙的基本特征．但是，以 

往的研究主要以经验公式和统计分析为主，大多是针 

对某一特定地区和侵蚀类型，给出一些定量公式．研 

究成果往往难以适用于千差万别的地形地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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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降水条件．国际上在土壤侵蚀方面正在逐步 

走向动力学过程研究的途径，我国的土壤侵蚀动力 

学过程研究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物理过程的分析 

需要深入，许多理论问题有待解决．本文就坡面土壤 

侵蚀动力学过程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探讨土壤侵蚀 

动力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2 土壤的表层结皮现象 

在雨滴打击作用下，以及由于大气尘埃与枯枝落 

叶沉积，在微生物作用下，土壤表层容易形成一层很 

薄的致密层，称为土壤的表层结皮，对坡面产流和土 

壤侵蚀有很大的影响．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众多 

学者对结皮层的形成，以及对土壤入渗和侵蚀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 Agassi等 【 J认为结皮层的形成主要 

由于表层土壤中的团聚体解体并被雨滴打击压实， 

细的黏性颗粒扩散进入并堵塞传导孔隙而致．Rem— 

ley和 Bradford[5J以及 Luk和 Cai[6]研究了侵蚀过 

程中结皮的发育过程，发现结皮的发育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雨滴的打击使结皮形成，又使其破坏，结皮 

形成与破坏交互作用． Smith等 【 ]认为，土壤入渗 

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的表层结构，雨滴打击 

常常使土壤表面形成一层结皮，导致土壤入渗能力减 

小． Poesen[ 】拟订了土壤表层的结皮指标，定义为 

入渗率的减小速度，以表征结皮对入渗的影响程度， 

并实验研究了土壤组成、坡面覆盖及地形等对结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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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结果表明含有少量的粉砂壤土和黏粒的土壤最 

易形成结皮；陡坡时的结皮程度轻于缓坡，主要由于 

陡坡侵蚀，严重抑制了结皮的形成． 

张光远等 【。】通过扫描电镜观测发现结皮层中几 

乎无团聚体．颗粒排列紧密，测其容重发现较结皮前 

有显著提高．通过分析结皮的破坏形式，认为结皮破 

坏与细沟形成有密切关系．陆兆熊等 在实验中发 

现黄土坡面降雨前期有无结皮对总的侵蚀量影响不 

大，但对侵蚀过程有明显影响．这体现了结皮既能减 

少入渗，增加径流，从而增加侵蚀力，又使土壤表层 

变得致密坚实，增加了抵抗侵蚀能力的双重特性．而 

Cai等 [11]在黄土上的实验表明有无结皮情况下产流 

产沙可相差一个数量级．近年来的研究 [12,-J14J表明 

结皮层渗透系数远小于原来土壤剖面的渗透系数，大 

大减少土壤入渗量，使得结皮层以下很长一段时间都 

处于非饱和状态，但在不同程度上增强了土壤表层的 

抗冲能力．并认为无论地表是否有植被覆盖，和不同 

类型的覆盖物，在雨滴的打击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形 

成结皮层．且对渗透系数的影响有较大的差别，即使 

土壤类型相同，结皮程度的不同也会导致渗透系数的 

较大差别．在裸露土壤上，结皮层的形成可使渗透系 

数减小到原来的 4．84％． 

结皮过程受土壤组成、降雨、坡度，以及生物残 

骸和植物根系残留物化学作用等因素的影响，十分复 

杂．一般来讲，结皮层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减少入渗量，增加产流量；二是使土壤表 

层变得致密坚实，增加了抵抗侵蚀能力．尽管对这一 

规律的认识比较统一，但由于问题的复杂l生，至今对 

结皮层影响入渗和侵蚀的定量描述仍相对缺乏，离实 

际应用尚有相当距离．尤其在对生物残骸和植物根系 

残留物化学作用过程的认识上，仍需要做深入细致的 

工作． 

3 坡面土壤侵蚀类型及其规律 

根据侵蚀动力和方式的不同，土壤侵蚀可分为多 

种方式．一般土壤侵蚀可分为雨滴溅蚀、面蚀 (片流 

侵蚀)、细沟侵蚀、浅沟侵蚀、切沟侵蚀等．除雨滴 

溅蚀是由于雨滴打击和分散作用造成的外；其他侵蚀 

方式是坡面流不同流动形式造成的．根据坡面流流动 

发展过程，也造成了侵蚀方式的演化和发展，形成了 
一 个相互联系的侵蚀链，即面蚀 (片流侵蚀)-÷细沟 

侵蚀 _÷浅沟侵蚀 _÷切沟侵蚀，逐步发展的过程．一 

般来讲，浅沟和切沟侵蚀已属于沟道冲刷的范畴，因 

此，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与坡面流直接相关的其他三 

种侵蚀方式，即雨滴溅蚀、面蚀 (片流侵蚀)和细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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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 

3．1 溅 蚀 

溅蚀是指雨滴直接打击土壤表面，使土壤颗粒发 

生分散和移动的过程．雨滴击溅在水蚀中的作用主要 

是分离土壤颗粒，进而由坡面水流输送走，其本身的 

输运能力很小，一般不考虑 [15J．但它是坡面土壤侵 

蚀，特别是片流侵蚀 (或细沟间侵蚀)的主要物理过 

程，坡面流和细沟流输移的大多数土壤颗粒首先要经 

过雨滴的分散过程． 

雨滴溅蚀的原动力是降雨打击作用，因此雨滴 

溅蚀主要与雨滴的物理特性、打击作用和土壤特性 

有关．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有学者研究认为雨滴 

溅蚀取决于雨滴动量、降雨强度及土壤特性，并通过 

资料分析建立了雨滴溅蚀总量与雨滴速度、雨强关系 

的经验公式．近 20年来，更多研究者从影响溅蚀量 

最直接的因素 (雨强、降雨能量、坡度、土壤、强度指 

标)研究雨滴溅蚀． Park等 [16J将雨滴的分离和溅 

蚀机理解释为在雨滴 一水流 一土体系统中的碰撞和 

Rayleigh射流过程． Huang等 _l7J用 N—S方程计算 

了单个雨滴的喷射过程． Torri_18J认为雨滴打击在 

土壤表面时会形成向周边喷射的冠状射流，其速度取 

决于雨滴的速度，这种射流将分离土壤颗粒并将它们 

向周边喷射．并更进一步提出了考虑坡面方向和雨滴 

速度方向的单位雨滴能量溅蚀量积分公式，但相当复 

杂，须数值求解．实际降雨的溅蚀量则还须研究降雨 

强度与降雨能量的影响．江忠善等 [19]系统研究了降 

雨能量、短历时最大雨强和坡度对溅蚀量的影响，包 

括了众多的因素，具有一定代表性．得到溅蚀量和降 

雨能量、短历时最大雨强的复合关系式 

S￡=a(EIt) 

式中， 为水平地面单宽总溅蚀量(g／m)，E为前后 

两测次间各次降雨的动能，厶为相应 (10 60)min 

不同时段的最大雨强 (mm／min)，a，b为待定系数． 

根据实测资料，他还给出了降雨侵蚀力指标和坡度因 

子对溅蚀的综合影响关系式． 

Nearing和 Bradford[ 。J通过对不同土壤的试验 

提出了单个雨滴溅蚀量与雨滴动能和土壤抗剪强度 

两个参数的关系式 

Db=b+aE／T (2) 

式中， 为单个雨滴溅蚀量(mg)，E为雨滴动能， 

丁为土壤抗剪强度 (kPa)，a，b为经验系数．此式考虑 

了土壤可蚀性因素，同时也考虑了雨滴的打击能量， 

具有良好的物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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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平等 [ -】根据 Nearing建立的方程，考虑了 

坡度、植被和表土结皮对溅蚀量的影响，建立了单位 

面积溅蚀量的计算模型 

Di： —
Ja

—

E 
exp(dsin 一ccv) (3) 

1． 

式中Di为溅蚀量(kg／m )， 为结皮因子，a为经验 

系数， E为雨滴动能 (J)，丁为土壤抗剪强度 (kPa)， 

d为经验系数 (2．6S)， 为坡度，C为经验系数(与植 

物拦截量有关)， 为植被覆盖度 (％)． 

近年来，更细致地研究了众多因素对溅蚀的影 

响， Agassi等 [22】发现溅蚀量随降雨强度和降雨能 

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率将受土壤前期含水量、土 

壤团聚体破坏机理、土壤性质及矿物成分等因素的 

影响． Bradford等 先后研究了溅蚀量同土壤强 

度、前期含水量、表土结皮、坡度等因素的关系．但 

由于问题比较复杂，实际应用中仍主要考虑雨滴的打 

击作用，认为溅蚀量主要还是取决于雨滴的动能 L24J， 

如 Amorim等 从大量观测资料分析建立了溅蚀 

量与坡度和雨滴动能之间的关系 

D 0．000 06S~m E2’。 

式中，Di为溅蚀率 (g／m )， 是坡度(％)，风 是雨 

滴动能 (J／m )． 

总体上看，坡面溅蚀量研究主要集中在降雨特 

性、地形因子、土壤特性、植被覆盖等与溅蚀量的相 

关分析上．多数研究单纯地将溅蚀量与一个指标联 

系起来，以寻找衡量土壤溅蚀性的定量指标．一些模 

型将众多因素纳入统一模型中，更有助于对溅蚀的定 

量分析，但也是在将溅蚀量与一个指标联系定量分析 

的基础上归纳而成．由于雨滴溅蚀机理很复杂，它包 

含着土壤、水及植物根系固结系统的相互作用，目前 

的研究虽对某些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描述，但定量结 

果仍缺乏代表性．因此，雨滴击溅的力学过程以及雨 

滴打击与薄层水流输沙的关系仍值得进一步地深入 

研究． 

3．2 片流侵蚀 

片流侵蚀是指沿坡面运动的薄层水流对坡面土 

壤的分散和输移过程．一般在坡面上部没有细沟的 

区域和下部的细沟间部分，土壤侵蚀以片流侵蚀的 

方式发生，或称沟间侵蚀．目前大多学者认为片流侵 

蚀的主要根源是雨滴对土壤的分离．片蚀过程中的水 

流对土壤的分离能力被认为可以忽略 [15】，土粒的输 

运由雨滴和水流共同进行，且片流是沟间地泥沙输移 

的主要动力．雨滴本身的输运能力主要取决于其顺坡 

方向的速度，一般认为很小．水流本身仅能输送小颗 

粒的悬移质．推移质不能被坡面流单独输运，只有雨 

滴击溅将之抬起后才能被水流输移，这种流动被称为 

降雨 ．水流输移 [ 。】或降雨诱发的水流输移 [ 引．当 

坡面没有细沟发生时，这种输运方式占主导地位，地 

表会发生不易察觉的降低，整个坡面被成层地侵蚀掉 

了． 

对于坡面流侵蚀土壤的作用，一直有着不同的看 

法．一些学者将坡面流侵蚀直接与水流切应力联系起 

来，认为片流侵蚀率正比于水流切应力，最具代表的 

是 Horton公式 [28】．他认为侵蚀率 ，取决于径流 

侵蚀力与土壤抗冲力的相对关系，并利用 Maning公 

式和连续律，得到片流侵蚀率公式 

=  ( ) 。 (5) 
式中， 为侵蚀力作用系数，c为系数， 为水容 

重，d为土壤粒径，d0为参考粒径，q 为净雨率，n 

为糙率， 为距离，0为坡度角．实际应用中，更多地 

是将片流侵蚀率直接与降雨强度联系起来． Meyer 

等 [ 。】用一个幂函数形式表示细沟间 (片流)侵蚀率 

E=aI (6) 

式中，E为给定降雨时段的细沟间 (片流)侵蚀率， 

a，b为与土壤性质有关的常数， 为雨强．进一步考 

虑坡度影响， Liebenow等 [。。】提出了被 WEPP水 

蚀预报模型采用的片蚀经验模型 

D =ki ， (7) 

其中Di为片流输沙率，‰为片流侵蚀力，假设完全 

由降雨产生， 为雨强，sf(=d一，exp(一gsin )) 

为坡度因子 (其中 是坡度角， d，，，g分别为常数 

1．05，0．85，4．0)．美国农业部对模型中的 ‰值做了大 

量试验研究，积累了广泛的数据． Bulygin[31】进一 

步在 WEPP模型中使用了下列模型 

Di=‰· ·q·(1．05—0．85e一 “ ) (8) 

式中q是坡面流单宽流量，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一 些研究者则认为，坡面流侵蚀力大于土壤抗冲 

临界力时，土壤才会发生分散和剥蚀，因此片流侵蚀 

率是坡面流切应力与土壤抗冲临界切应力差值的函 

数．Foster等 [32】进一步指出，只有径流含沙量小于 

其输沙能力，且坡面流侵蚀力大于土壤抗冲临界切应 

力时才会有侵蚀产生．认为土壤分散率 (侵蚀率)正 

比于坡面流输沙能力与实际输沙率之差，即 
／ ，1 、 ／ ＼ 

DI=D。(1一 )，D。= ( — ) (9) ＼ 上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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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为土壤分散率，D 为水流分散能力，G为 

水流实际输沙率， 为坡面流输沙能力， 为土壤 

可蚀性系数，丁，为作用于土壤颗粒的水流切应力， 

丁c为土壤颗粒临界切应力． 

根据片流侵蚀的特征，许多学者建立了坡面流输 

沙能力模型． Guy等 -33|通过实验证明了坡面流输 

沙能力的两个经验公式，并将两者相加作为坡面流输 

沙能力计算式． Rose等 -34|根据质量守恒提出了坡 

面流输沙的理论模型 

堕 + ：et+ri—di (10)
O x 。 Ot ‘。 ‘ 、一。 

其中 i为单宽输沙率，Ci为泥沙浓度，Y为水深， 

e 为降雨对土壤的分离率，ri为坡面流挟沙率，以 

为泥沙沉积率． 

Sharma等 [35]认为降雨分离率与沟间输移率并 

不相同，其差别在于泥沙在沟间区的重新分布．他们 

给出沟间侵蚀率的表达式为 

Di=ktI(E—Eo) ， (11) 

其中kt为沟间输移能力，E为单位面积降雨动能， 

为能分离土壤的降雨动能临界值， s，与前述一 

致．他们发现 kt值可以仅是土壤黏粒成分含量的简 

单线性函数．土壤黏粒含量高的将有较低的分离能力 

值，但一旦被分离则会较容易被输运走． 

Grosh等 研究了在陡坡上的片蚀规律，其实 

验坡度最大达40。．实验发现在陡坡时绝大部分溅蚀 

颗粒将向下坡方向运动，按过去的模型将低估片流侵 

蚀率，最大超过 30％．Bradford和 Foster[。 ]在实验 

中发现片蚀公式中的坡度因子与土壤前期含水量和 

土壤组成等因素也有关系，并提出使用片蚀公式时 

要注意侵蚀过程，简单公式有些情况下不能反映实 

际情况．近年来，片流侵蚀不断趋向于与溅蚀研究结 

合 [38~40】，并逐步走上应用阶段，且开始更合理地考 

虑片状水流的侵蚀能力．但总体上，由于受限于对薄 

层水流运动与输沙规律认识，大多数结果还是在上述 

理论框架下的修正和改进，以及经验和半经验结果． 

3．3 细沟侵蚀 

3．3．1细沟发生的临界条件 

细沟侵蚀是指坡面流逐渐汇集成股流以后，冲刷 

搬运土壤的一种侵蚀方式．细沟在几何形态上可以明 

显地判断出来，细沟大小虽然没有严格规定，但大多 

研究者已形成共识，即细沟一般是指降雨产流过程 

中形成于坡面的、雨后经耙犁，在地表不留明显痕迹 

的不规则小沟槽．刘元保等 【41]曾调查黄土高原的细 

沟特征，得到细沟一般为槽形，宽多为(5̂一20)cm， 

深为 (2 一̂15)cm，间距 (15 一̂95)cm．对细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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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的尺度标准，张科利认为应取径流侵蚀深超过 

(0．8̂一1．0)cm为细沟形成的界限值． 

关于细沟的形成，目前认为大致有两种途径．一 

是在雨滴击溅，坡面微地貌导致径流集中及水流本身 

的不恒定不均匀等因素单独或共同作用下，局部土体 

被水流破坏，形成小侵蚀穴．由于其头部的跃水，水 

流在小侵蚀穴中发生掏蚀，使其不断扩大加深，产生 

溯源侵蚀，逐渐形成细沟．二是由于土壤失陷，水流汇 

集而成壤中流，壤中流在下坡段流出地表，细沟顺其 

出口发育，同时壤中流管道顶部塌陷，形成小跌坎， 

而后溯源侵蚀形成细沟． 

细沟发生的临界动力学条件一直有很多不同意 

见，许多学者分别用坡度、Froude数、Re数、径流 

量、径流剪切力、径流剪切流速作为指标． Savat和 

Deploey曾用坡度来表达细沟发生的临界状态，提出 

欧洲土壤上细沟发生的临界坡度为 2。 一̂3。，砂壤土 

的临界坡度为 6。̂一12。．他们还试图用 Fr数来描述 

细沟发生的临界条件，通过试验得到，细沟发生的临 

界 F7’ 1+0．0035d(d为土壤的中值粒径， m)． 

雷阿林等 -42|比较了细沟产生时 e数， Froude数 

和过水断面单位能量值 3个指标，发现 兄e数有相对 

稳定的值，而 数变异较大，因此认为水流湍动是 

细沟出现的动力学原因，建议取 Re数作为细沟出现 

的判据指标．张科利等 【43]认为 Froude数 >1是细 

沟发生的临界水动力条件，同时还须满足一定的临界 

流量值，并根据其实验观测给出了临界流量值与坡度 

的关系q =0．8574(sin )-7／0(q 为细沟发生的临界 

流量，0为坡面的坡度)．陆兆熊等 【44]在加拿大的室 

内外试验及黄土高原的模拟降雨试验中得到坡面细 

沟发生的临界剪切流速为(7̂一8)cm／s． 

实际上，仅从水流条件本身来研究并不能完全反 

映实际情况，土壤本身性质的差异将显著影响细沟的 

发生． Rauws和Gover[ J发现细沟发生的临界条件 

可以用有效剪切流速与表层土壤饱和黏聚力之间的 

线形关系来确定发生的临界值，并给出了统计的关 

系式．基于其实验数据，他们认为(3̂一3．5)cm／s的 

剪切流速是细沟发生的临界值． 

Nearing M A等的研究证明 -46|，细沟侵蚀主要 

受制于细沟水流的特征及土壤性质，受雨滴打击的影 

响很小．细沟分散土壤的能力与细沟水流的切应力成 

正比，对于一定的土壤条件，细沟侵蚀存在有临界切 

应力．蔡强国 【47]给出了细沟发生时土壤抗剪强度 

和坡度满足的关系式： Ar=-16．16+2．84Kr(Ar 

是细沟发生的临界坡度， r是土壤抗剪力，kPa)． 

Collison和 Simon[ J得到细沟侵蚀沟头切割的临界 

切应力关系式 

7．=c +( 一U。)tan +(U。一U )t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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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丁为沟头发展的临界切应力 (kPa)，c 为土壤 

的有效凝聚力 (kPa)， 为土壤正应力 (kPa)，u。是土 

壤孔隙中的空气压力 (kPa)，u 是空隙水压力 (kPa)， 

为土壤的有效内摩擦角 (。)， 为切应力随土壤吸 

力的增加率 (。)． 

不同学者得到的细沟发生的经验判据均有一定 

的物理依据，但由于土壤的性质十分复杂，在降雨过 

程中也会发生显著变化，局部地区的使用准则恐难以 

推广至更多的地区．因此在使用时应慎重注意这些判 

别准则的应用条件和范围． 

3．3．2细沟侵蚀率 

坡面出现细沟以后，水流由漫流转为集中水流， 

流速水深有较大增加，流动和侵蚀特性都将发生本质 

变化，侵蚀量有显著增加 [49,50】．但由于细沟的形成 

和发展过程具有很强随机性，且细沟流流态也不稳 

定，因此对细沟侵蚀率的理论研究很不成熟，目前 

仍以观测和试验资料得到的经验关系为主． Gilley 

等 _5lJ通过大量观测资料分析，认为细沟侵蚀率与径 

流量和坡度之间有较好的指数关系 

E=aQ (13) 

式中 E为细沟侵蚀率， Q为径流量， sb为坡面的 

坡度． 

张科利 [43J利用这一关系，对水槽冲刷试验资料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一个与 Gilley的结果十分 

接近的细沟侵蚀率估算公式 

E=0．035Q1．065 n (14) 

郑粉莉等 _5oJ则利用调查、量测的方法，研究了 

坡耕地细沟侵蚀的影响因素，得到一个降雨动能和径 

流位能对细沟侵蚀量的影响关系．蔡强国等 -5 r2J在分 

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试验结论基础上，根据实测资 

料，得到细沟侵蚀模数与细沟水流侵蚀力和表土抗 

剪强度的关系． 

除了一些从资料分析得到的经验关系外，目前已 

有一些具有物理基础的细沟侵蚀模型应用于实践． 

WEPP模型中的细沟侵蚀模型是一个被使用较多的 

模型，它认为细沟中的水流侵蚀仍满足质量连续律， 

并假设细沟中的输沙过程为恒定过程，采用下述方程 

来描述 [531 

—

d qs
= D +Di (15) dX 

其中q 为细沟中的单宽输沙率，D 是细沟侵蚀率， 

Dt是细沟I；7侵蚀率．细沟19侵蚀的泥沙被认为全通 

过细沟输移． D 可用下式计算 

。 = 下一 )( 一 q8) ( 6) 

其中k 是细沟可蚀性因子，7．为水流切应力，丁c为 

水流临界切应力， 为水流输沙能力． 

Elliot[54J建立了一个考虑 3种侵蚀过程的细沟 

侵蚀模型，该模型包括水流下切侵蚀，沟头溯源侵 

蚀，边壁崩塌和淋溶浅蚀 4个部分，总侵蚀率可写为 

下切侵蚀率、沟头溯源侵蚀率、边壁崩塌率和淋溶浅 

蚀率之和．经过对各项的物理分析和参数化模拟，最 

后得到 

D = (7．一丁c)+khP+ks ／w + d／ (17) 

其中k ，kh，k ，kd分别是每一过程相应的系数，7．一丁c 

为水流切应力和土壤临界切应力差值， P为水流功 

率， 为细沟侧壁高度， W 为细沟宽， 为土 

壤前期含水量． 

Lei等 _55J发展了一个更复杂的有限元细沟侵蚀 

模型，重点计入了细沟侵蚀过程中的地形变化，由 

此导致的细沟形态变化，以及水力因子变化，较好 

地考虑了细沟水流与侵蚀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 

Cochrane和 Flanagan[56,57】考虑雨强变化引起的湍 

流作用，通过细致实验研究得到下列细沟侵蚀模型 

G。 t=Gi +(Xo t—Xi )(flwl／q)(Tc—G) (18) 

其中 G。 t和 Gi 代表出口和进口水流携带泥沙率 

(kg／ms)，Xo t—Xi 代表沿坡面向下距离(m)， 是一 

个无量纲湍流参数， ，是颗粒沉降速度(m／s)，q是 

水流单宽流量 (m ／s)， 为水流输沙能力 (kg／ms)， 

G为水流实际输沙率(kg／ms)． 

近年来，有关细沟侵蚀的动力学模型不断得到 

发展，如将河渠非饱和输沙理论引入细沟侵蚀模 

型 [58,59】，并开始尝试非恒定输沙过程的描述 等． 

但总体上讲，由于细沟产生、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 

目前的细沟侵蚀预报模型仍不成熟，有待于进一步的 

完善与提高． 

4 坡面流输移能力公式 

不论是沟间侵蚀还是细沟侵蚀，坡面流的输移能 

力都是一个重要参量．由于坡面流输沙的复杂l生，直 

接建立较有理论性的输沙公式相当困难．许多学者 

希望将明渠流动中较为成熟的一些公式移植至坡面 

流中来． Smart[6 】发现，由于坡面流与河道水流的 

差别，用河道输沙公式直接模拟坡面流输移能力会有 

较大误差．经典的推移质输沙公式，Meyer—Peter公 

式不能用于陡坡，该公式在坡度大于3％的坡面上将 

系统地低估实际值，而在 20％的坡面上，预测值将 

较实际值小一个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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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so等 [62]检验了 9个河流输沙力公式，其 

中全沙公式有 Acekers和 White，Englund和 Hon- 

sonm，Yang，Laursen，Einstein—Meyer，推移质公式有 

Meyer—Peter和Muller，Bagnold，Yalin．他们采用 739 

组实际资料来检验上述公式，其中40组野外资料， 

523组水槽试验资料，176组凹形坡上试验资料．结 

果表明，对于坡面流，Yalin公式与实际资料最为吻 

合， Meyer—Peter&Muller公式次之，其余公式均 

不能用． Julien和 simons-63．研究了一些推移质输 

沙率公式对片流侵蚀的适用性．首先由因次分析导出 

坡面流输沙能力简化公式 q =aq~s7，其中 g 为单 

宽输沙率，q为单宽流量， 8为坡度， ， ，7为系 

数．作者将所分析的 14个公式均化为上述形式，然 

后将各公式的指数与实际资料比较，发现 值多数 

在观测范围内， 7值则往往远大于实测值．结果表 

明仅 Englund—Hanson公式可以接受，Yalin，Brown 

和 Shields公式可用但结果不好，据此作者认为大多 

现有公式不能用于片流输沙率计算． 

Moore等 发现基于水流单位能量概念的 

Yang公式既能较好模拟片流输沙也能对细沟流输沙 

得到较好结果． Lu等 [65]检验了7个推移质公式和 

3个全沙公式后，认为 Englund—Fredsoe公式结果最 

好， Meyer—Peter&Muller，Einstain，Bagnold公式 

也能给出较好结果． 

Govers[。。J认为以往检验公式时所使用的资料范 

围均较窄．如 Alonso等人的资料中底坡均不超过 

0．07，粒径在 (0．15 0．35)mm之间；Moore和Burch 

的资料底坡均低于0．05，中值粒径在 (0．1—0．45)mm 

之间；Lu等的资料则单宽流量较小．为此作者进行 

了更大参数范围的试验．其试验资料中颗粒中值粒径 

为 (0．058—1．078)mm，坡度范围为 0．017—0．21，单 

宽流量范围为(2×10 一150×10 )m ／s，共有465 

组实验数据．根据实验流量，其数据更接近坡面细沟 

水流冲刷情况．作者选用了6家公式： Meyer—Peter 

&Muller，Yalin，Yang(2个)，Low，Lu．其中 Low公 

式是几家公式中唯一用陡坡试验数据建立的．验证结 

果表明，没有一家公式能在整个试验结果跨越 6个 

数量级的范围内与测量值吻合较好．但比较而言， 

Low公式的结果较为可靠．正如作者所言，其试验资 

料对细沟流更具代表性，对较小的输沙率，公式尚有 

偏离．另外其选沙的粒径偏大，公式对黏性颗粒的效 

果如何尚难以断言． 

汤立群，陈国祥 【67J建立了一个坡面径流侵蚀 

力公式，并将之运用于黄土高原的产沙计算中．其基 

本思想是用径流的有效剪切力与径流侵蚀力建立关 

系，在计算水流临界切应力时考虑了坡度的影响，作 

者将之用于小流域次洪水侵蚀产沙计算中，认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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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能与实测值符合较好．总的来讲，对坡面流输沙 

公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明渠水流输沙公式在坡面 

流中适用性的校验，完全针对坡面流输沙的研究十 

分有限，直至目前仍缺乏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进展． 

5 土壤侵蚀的坡度界限 

土壤侵蚀受坡面本身条件的影响很大，如坡长、 

坡度、坡面的植被覆盖情况都对坡面侵蚀有重要影 

响[6s~70]，其中坡度是影响坡面流侵蚀的重要因素之 
一

． 同样的降雨条件下，坡度不同，土壤流失程度也 

有较大差别．许多研究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土壤侵 

蚀量与坡度成正比关系．汤立群和陈国祥 【67J在小流 

域产沙模型中建立的坡面土壤侵蚀量关系式，也表 

明土壤侵蚀量与坡度成正比． Wu和 Wang[ J认为 

坡度减小和坡面阻力增大可导致坡面流侵蚀率的减 

小． Sheridan和So[ 21也得到土壤侵蚀率 (s)和坡 

度之间的关系式：仅片流侵蚀时有 

S=-1．50+6．51／[1+exp(0．94—5．30 sin 0) 

片流侵蚀与细沟侵蚀同时发生时有 

S=-1．12+16．05／[1+exp(2．61—8．32 sin8) 

但更多的实测和人工降雨试验资料表明，土壤侵蚀量 

随坡度增大而增大的规律仅在一定范围内成立，当坡 

度超过一定限度时，侵蚀量与坡度又成反比关系．如 

Yaur和 Klein[ 3J发现，在一定坡度的坡面上泥沙输 

移量与坡度出现反比关系． 

坡面土壤侵蚀存在着界限坡度，已越来越被人们 

所接受．但得到的坡度界限却有较大差异．如 Ren- 

ner在分析爱达荷洲博伊斯河流域的野外资料时，得 

到当坡度超过 40．5。时侵蚀量反而随坡度增大而减 

小．陈法扬 采用人工降雨实验得到土壤侵蚀的坡 

度界限仅为 25。．还有许多学者各自都得到不同的侵 

蚀界限坡度 [75,76]．说明影响坡度界限的因素十分复 

杂，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观测手段不同，得到的界 

限坡度也不相同．胡世雄和靳长兴 [77]对造成界限坡 

度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凡是认为界限坡度超 

过 30。者，都包括了各种侵蚀过程；凡是认为界限 

坡度在 20。一30。者，都有意或无意将侵蚀界定在面 

蚀范围内；凡是认为界限坡度在 20。以下者，多是 

在沙漠或火山灰土壤上得出的结论，而且多以溅蚀和 

片蚀为主． 

Horton[ J早在 20世纪40年代，就对土壤侵蚀 

的坡度界限进行了理论分析．在不考虑土壤入渗的情 

况下，从运动波假设出发，结合Manning阻力公式， 

分析了坡度变化与径流深的关系，从而导得水流切应 

力随坡度变化的关系式，通过求解函数极值得到的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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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界限为 57。．曹文洪 [78】进一步考虑了坡面糙率、 

土壤颗粒、降雨、入渗及径流长对坡面水流切应力的 

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坡面土壤侵蚀的界限坡度，得 

到关系式 

0．9 sin2 a 一 0
．

7COS2 a 
s 一  d 

— _ _ 丽『二 (19) 

式中，a为侵蚀界限坡度，7 ，7分别为土壤和水的 

容重，d为土壤颗粒粒径，佗为Manning糙率系数， 

为降雨强度，，为土壤入渗率， 为坡长．说明坡 

度界限并非常数，还受到坡面糙率、土壤颗粒、降雨 

及入渗等因素的影响．并得到坡度界限接近于 41。． 

这些分析都只考虑了水流的冲蚀能力，而没有对 

土壤抗冲蚀能力和水流输沙能力进行分析．刘青泉 

等 更进一步考虑了水流冲蚀能力、土壤抗冲蚀能 

力和水流输运泥沙的速度受坡度的影响，得到坡度界 

限 

[sin。’ 0 COS。。。0m(cos 0 一sin 0m)1／ 

No cos0m(0．3 COS 0m一1．4sin 0m) 

sin0 (1．3 COS 0 一0．4 sin 0 )= 

7 [n(i一，) ]。／ (20) 

式中， 为侵蚀界限坡度，Ⅳ0为土壤摩擦系数， 

其他符号意义同式 (19)．同样说明土壤侵蚀的界限 

坡度是一个变量，随颗粒粒经、容重、坡面糙率、径 

流长度、降雨入渗差值 (净雨量)，以及土壤摩擦系数 

等因素的不同而改变，一般情况下土壤侵蚀的坡度界 

限值应在41．5。 50。范围内．进一步通过数值模拟 

得到，坡面出口处的侵蚀率在45。左右为最大值．但 

由于侵蚀率沿坡面的非线性分布，最后导致累计侵蚀 

量在 25。左右最大 ．6oJ．这也可能正是许多实验得到 

界限坡度为 20多度的主要原因 (大多实验观测的为 

累计侵蚀量)．应该说，对坡面侵蚀界限坡度的研究 

取得了不少新的结果，但仍存在着认识上的不同．有 

关侵蚀界限坡度的深入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 

探讨，以及对实验和观测资料的细致分析． 

6 侵蚀预报模型 

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的研究历史已有半个多世 

纪，发展了众多模型．这些模型主要可分为经验模型 

和以侵蚀过程为基础的动力学模型．由于土壤侵蚀涉 

及的物理过程复杂，影响因素众多，早期的预报模型 

并不着重其物理过程，而主要通过分析影响因素建立 

经验关系．自20世纪 50年代以来，国际上发展了 

许多区域性的经验方程．从 50年代中期开始，wis— 

chmeier等人收集了美国 21个州 36个地区的200多 

个小区的6 500个暴雨资料，8 250个小区每年土壤侵 

蚀资料和 2 500个每年降雨冲刷模拟数据，对各因素 

不同排列组合进行多重回归试验分析，得到了通用土 

壤流失方程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USLE)[。。。， 

并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经验模型 

A=RKLSCP (21) 

式中， A 为单位面积多年平均土壤流失量 (kg· 

m_。．a )；R=E1为降雨侵蚀力，其中 E 为降雨 

动能 (kg·m／m ·mm)，E=1．213+0．890lg I，I为雨 

强(ram／h)；K为土壤侵蚀性因子； L=(x／22．13) 

为坡长因子，a是指数，X为坡长 (m)；S=0．065+ 

0．045s+0．006 5s 为坡度因子，s为坡度百分数； 

为作物管理因子，包括植被、作物种植顺序、生长时 

期、栽培措施、作物残余物、降雨分布作用等；P为 

土壤保持措施因子，指采用专门措施后土壤流失量与 

采用顺坡种植时土壤流失量的比值． 

尽管该模型称之为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其数据 

库是基于美国洛基山脉以东地区．模型主要适用于 

0％ 7％的蒙托土缓坡地． USLE方程没有考虑泥 

沙的输移与沉积，只限于坡面侵蚀，不包括沟蚀．模 

型在理论上的缺陷为相互作用的变量重复计算，而其 

他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则被忽略，且与土壤侵蚀紧密相 

关的径流因子未包含在方程之内．因此，对其改进和 

发展的工作一直未问断，并促发其成为一个计算机化 

的预报模型．Renard等人 【81】从 1985年开始，历经 

多年，建立了改进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 

(r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RUSLE保留 

了 USLE方程的基本形式，但每个因子的计算有了 

改进．扩展降雨侵蚀力因子至美国西部，确定了土壤 

可蚀性因子的季节性变化，坡长坡度因子考虑了土壤 

对细沟的敏感性，土地覆盖和管理因子采用了子因素 

分析法，将 分解为土地使用方式子因子，植被覆 

盖子因子，地表组成子因子，地表糙度子因子，土壤 

水分子因子，对每个子因子分别进行研究模拟，更仔 

细地研究了农地和草地上各种水保措施对 P因子的 

影响． 

USLE及 RUSLE方程一直沿用至今，其研究方 

法长期影响了以后的学者，许多国家也引入了USLE 

方程，应用至本国的环境与水保措施评价中．但由于 

其数据来源为美国部分地域，在不同环境区域，须对 

其各个因子的计算公式作进一步的检验和改进．近年 

来，RUSLE模型在美国也不断得到新的发展 [82】，新 

改进的RUSLE2模型已于 2003年投入应用．该模型 

是一个基于 windows窗口界面的新模型．其土壤流 

失方程仍用于估计长期的片流和细沟侵蚀，但计算因 

子建立在以天为单位的时间步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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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针对黄土高原的具体情况，也总结出了 
一 些预报土壤侵蚀的经验公式．如蔡强国等 [52】提出 

了黄土丘陵沟壑区典型小流域侵蚀产沙过程模型，分 

别对坡面、沟坡和沟道提出了不同的子模型．其中有 

代表性的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公式 

=  P1． (22) 

式中 为坡面侵蚀模数 (t／km )， 为植被度 

(％)，P为次暴雨降雨量 (mm)，I为次暴雨平均雨 

强(mm／min)，S为坡度 (％)， 为前期土壤含水率 

(％)， 为坡长(m)．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公式 

Ms=3．27×10～(EX3o)1．s7S (23) 

式中 为坡面侵蚀模数 (kg／m )，E 为降雨 

动能 (kg·m／m )，／30为 30min的最大降雨强度 

(mm／min)；S为坡度 (。)． 

即使像 USLE和 RUSLE这样基于大量数据的 

统计模型，也仅能预报特定区域一段时间的总产沙 

量，无法知道侵蚀过程中相关因素的变化过程．随 

着侵蚀动力学过程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 

者从动力学角度出发，相继开发了一系列基于物理 

过程的动力学模型．如 CSU模型 (1975)，ARM模 

型 (1976)，ANSWERS模型 (1977)，CREAMS模型 

(1980)，KINEROS模型 (1990)，LISEM模型 (1996)， 

WEPP模型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wEPP模型． 

WEPP模型 (water erosion prediction project) 

是 1986年美国农业部等 4家单位开始联合开发的新 
一 代基于物理过程的土壤侵蚀预报模型，也是一个逐 

日预报土壤侵蚀和泥沙输移的模型．该模型分为 3个 

版本：坡面版本、流域版本和网格版本 【83】．其中坡 

面版本是其基本模型．WEPP使用运动波模型计算 

产流过程，方程的求解使用一种半解析法或更简单的 

近似方法以节省计算时间．WEPP的坡面土壤侵蚀 

用两种方式表达： (1)在沟间坡面上，土壤颗粒由于 

雨滴的打击和片流的作用而剥离；(2)在沟内，土壤 

颗粒由于集中水流的作用而剥离、输运或沉积．侵蚀 

计算以单位沟宽或单位坡面宽为基础．描述坡面侵蚀 

过程中泥沙运动是基于稳态的泥沙连续方程 

dG
= + (24) 

式中， 为向坡下的距离， G 为单位宽度斜坡的 

土壤流失量 (kg·8--1．m )，Di为雨滴造成的沟间泥 

沙向沟内的输运量 (kg·8--1．m )， 为细沟内侵蚀 

量．其中 

· 500 · 

= 。 ( 一 G) (25) 

式中， 为水流的单宽输沙能力 (kg·8～·m )， 

在 wEPP中由 =虬7|3／ 确定，这里 为泥沙搬 

运系数 (m0．5．82．kg-0 )，丁为水流切向应力 (Pa)；D 

为沟中水流剥离土壤的能力， D =Kr(丁一7_c)，其 

中丁为水流对土壤的剪切应力，7_c为土壤的临界抗 

剪切应力， 为沟内可蚀性参数． 

Di=KiSf G (26) 

这里 为沟间土壤可蚀性参数 (kg·8～·m-4)，Sf为 

坡度校正因子， 为雨强， G ， 为植物、碎石的 

保护作用． 

总的土壤侵蚀方程为 

(丁 (1一 )+ (27) 

WEPP模型的计算过程相当多，除产流和侵蚀 

过程外，还要计算降雨入渗、地下水平衡、植物生长 

和残茬分解、土壤冻融、耕作影响等过程，得出一系 

列参数，如土壤密度、饱和导水率、表面糙率、侵蚀 

参数等，是至今为止最复杂的土壤侵蚀预报模型． 

WEPP模型功能强大，应用也很广泛，并且在应用 

中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 【 ， 引．如 Huang等 [86】建议 

对 WEPP模型中的侵蚀过程模型进行修改，得到如 

下土壤侵蚀方程 

dqs
=  ( 一q )+E一 (28) 

式中 q 为表面泥沙单宽分散率， 为空间坐标， a 

是系数， 为是坡面流输沙能力项，E是由于非流 

动引起的泥沙源 (或汇)，B是重力沉积率参数．随着 

GIS技术的发展，将 WEPP模型与 GIS结合起来建 

立数字化评估模型等 [871．尽管 wEPP模型在很多 

地区得到成功应用，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它所依 

据的资料都来自缓坡小区，且它按稳定状态模拟侵蚀 

过程，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差别． 

除了WEPP模型外，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模型 

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如 ANSWERS模型 (areal non- 

points source watershed environment response sim
．

u— 

lation区域非点源环境响应模拟)【88J，该模型是一个 

用网格方法模拟不均匀小流域暴雨条件下水文特征 

和产沙状况的水文模型，可以与 GIS连接并利用遥 

感数据，其土壤侵蚀预报以 USLE为基础．AGNPS 

模型 (a 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该模型是一个 

基于事件的分布模型，被广泛地用来模拟表面径流、 

泥沙，以及营养物输运 [89,90J．KINEROS模型 (kine- 

matic erosion simulate model动力侵蚀模型)【9lJ，该模 

型是一个面向时间的物理过程模型．其流域被划分为 
一 系列坡地和沟道单元，用 Smith—Parlange渗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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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运动波模型模拟地表径流过程．描述坡面水流、 

渠道水流和侵蚀、泥沙输运等方程，用有限差分技术 

求解，可以模拟时空变化的降雨、入渗、产流和侵蚀 

过程，还可模拟人类活动对洪水和泥沙输移的一些影 

响． LISEM(1imburg soil erosion mode1)模型 [92,93】， 

该模型是荷兰几家大学和研究所联合开发的土壤流 

失和径流定量评价模型．它是一个在 GIS环境下开 

发，能与栅格 GIS完全集成的物理模型． LISEM考 

虑降雨、截流、填洼、渗透、水分垂直运动、坡面沟 

道水流、土壤分离和泥沙输移等过程，还考虑了拖拉 

机轮子压痕和田间小路对水文和侵蚀的影响，并对这 

些子过程分别建立了模型． LISEM通过与 GIS系 

统的完全集成，可以实现对网格的自动剖分及海量 

数据的自动采集输入和内插取值以及结果以地图形 

式等方式清晰明了的输出．其预报过程也较多地应用 

了基于物理过程的数学关系，所需参数都可以在野外 

和试验室测定．但其中的部分过程如输沙过程仍采用 

了经验性关系，有待发展物理性方程进一步完善．还 

有如 GCM模型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也得到 

了很好的应用 J、 

近10年来，国内的土壤侵蚀动力学模型也得到 

了初步的发展．如吴长文等 [95】利用侵蚀水动力学 

原理，用一维水流模型，得出坡地侵蚀模型．戚隆溪 

等 运用 St、Venant方程描述坡面水流，建立了 

坡面土壤侵蚀模型．陈力 _58】从非饱和输沙理论出 

发，建立了物理基础明确的细沟侵蚀动力学模型．向 

华 _6oJ考虑了坡面流输沙的非稳态过程，建立了包括 

细沟和细沟间侵蚀的坡面侵蚀模型．还有如王孟楼、 

张仁建立的次暴雨产沙模型，谢树楠等建立的黄土沟 

壑区暴雨产沙模型，蔡强国的小流域模型等．其中， 

陈国祥等建立的小流域产流产沙模型 _97J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该模型按自然水系划分流域，将流域中每 

个单元概化为 “一本打开的书”，“书”的交线为沟道 

部分，两面为坡面部分．采用 Horton方程计算降雨 

入渗，用运动波方程计算坡面和沟道汇流．模型可以 

模拟流域次暴雨洪水产沙过程，也能计算年产流产沙 

量．模型在黄土高原部分地区得到实际应用．但模型 

中水文参数使用也较多，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模型的客 

观性．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根据降雨 一径流 一产沙的 

随机特性建立的随机模型 [98,99J，也得到了很大的发 

展和应用．随着近年来神经网络在处理复杂输入输 

出关系系统中的成功运用，另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尝 

试将人工神经网络 (ANN)理论用于坡面侵蚀产沙预 

报 [1oo,lol】．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土壤侵蚀模型研究的不断 

细化，开始逐步考虑土壤侵蚀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 

一 些二维土壤侵蚀模型逐步得到发展和应用 [1o2,1o31． 

其坡面流运动仍采用运动波理论，将其推广到二维情 

况 

一

Oh+百i)Uxh
Ot + = q 。 。 加  

uzh= n h ／。 1／ 

uyh= n h ／。 

L／ (29) 

l ／Io 

式中， h是水深 (m)，q是净雨量 (单位长度单位宽 

度的侧向流量m／s)，佗 ， 分别为 和Y方向上的 

Manning阻力系数， L，L分别为 和 Y方向的坡 

度， 为水流方向的坡度，U ，u 为水流在 和 Y 

方向上的流速分量 (m／s)． 

土壤侵蚀采用下列二维方程 

+ + 
Ogy

= Di+D (30) 

式中， h为水深 (m)，C为泥沙体积浓度 (m。m。)， 

P 为土壤 (泥沙)颗粒的密度 (kg／m。)，t是时间(s)， 

g ，g 分别为 和 Y方向的泥沙输移率 (kg／ms)， 

Di是片流 (沟间)侵蚀率 (kg／m s)，D 细沟侵蚀率 

(kg／m。s)．Di和D 采用USLE模型公式进行计算 

D

。 

Cr篡C = ， ，(丁一 )L 
这里， 和 分别为细沟间和细沟侵蚀系数， 

和 f分别为细沟间和细沟侵蚀的作物管理因子， 

，和 ，分别为细沟间和细沟侵蚀力因子． 为 

雨强，sf为坡度影响因子 (Sf=1．05—0．85e-4 ”， 

为坡度角)，丁和 7-c分别为细沟流切应力和泥沙冲 

刷临界切应力． 

总体上讲，土壤侵蚀模型发展至今，已有相当的 

规模和较高的使用价值，其与高新技术的结合更使它 

具有了蓬勃的生命力．然而物理基础的薄弱仍是它尚 

未完全克服的缺陷，这还需要不断加强侵蚀过程物理 

机理的研究，逐步改变它的现状，更好地发展和完善 

土壤侵蚀预报模型． 

7 土壤侵蚀的试验研究方法 

试验研究是土壤侵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研究 

方法，土壤侵蚀的实验方法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从 

对侵蚀过程的定性了解到各种定量数据的获取，以 

至模型、公式的验证，无不需要借助于试验 [104J．尤 

其是降雨产流和侵蚀输沙的动态变化过程及各种相 

关因素的定量变化规律，这些只能依靠人工降雨冲 

刷 试验和野外的定位小区观测来获取．土壤侵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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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包括众多方面，多年来，在土壤侵蚀研究实践中发 

展了许多实验及观测方法，在此只对与动力过程相关 

的部分内容简要介绍． 

人工模拟降雨，它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不再需 

要等待自然降雨的发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 

资料，还能系统有效地控制影响因素．人工模拟降雨 

研究始于20世纪 30年代，初时由于对雨滴打击认识 

的不足，降雨特征与天然情况不符．其后随着对降雨 

动能认识的深入，逐渐设计出较为理想的降雨机，使 

下落雨滴能够达到终速．目前常用的有下喷式、侧喷 

式、旋转式以及方便用于野外试验的便携式降雨机． 

陆兆熊等 [1O5】曾设计过全坡面大型模拟降雨试验装 

置，在 28．1 mx 10 m的坡面上进行了全坡面降雨模拟 

试验．这种大型装置有利于研究较大区域内的径流侵 

蚀产沙全过程，对深入理解侵蚀产沙过程很有意义． 

目前大多数降雨机还只能进行定雨强试验，与天然降 

雨的雨滴滴谱、终点速度、降雨动能与雨强的关系等 

尚有一定差异，在这方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土壤入渗试验，目前尤其在野外，多采用双环 

法，即使用两个同心金属圆筒，直径分别为 30．5 cm 

和 60．5 cm，插入土中 10cm，内环保持 15 cln水头， 

外环中也注水防止水分侧向运动．实验中测量累积入 

渗量并通过相应分析转换为饱和渗透率 [1O6J．蒋定 

生 [to7J曾提出由于仪器本身的问题，双环法、模拟 

降雨入渗法、Guelph渗透仪法、Guelph入渗仪法等 

方法测量值相差较大，双环法测值属相对较小者．但 

从其测试平均值看，最小也达到0．82 mm／min，这使 

得一般暴雨都很难在这些土地上产流．因此一般都要 

对测试值进行经验修正．近来有人用更先进的TDR 

仪，测量土壤水分得到入渗过程 [1O8】，但尚未有成熟 

的结果．土壤入渗的测试是一个还需要深入研究的课 

题，现有的仪器尚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坡面流流速量测，这是水蚀过程试验中十分重要 

的一个部分．由于坡面流水深极薄，常规的观测大多 

无法使用，因此一般实验中多使用示踪剂法．一种示 

踪法是荧光染色法 [109】，它通过荧光剂测量水流中的 
一

团荧光染色剂的中心经过一段距离所用的时间，从 

而得到水流速度．但这需要一台荧光计，而且这种方 

法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它需要一段尽量短 

的距离 (0．5m以内)以避免过多引入水流空间变化 

带来的误差；另一方面，它又需要一段相当长的距离 

(最少要几米)以保证染色剂的混合 [11o】．最常使用的 

方法是颜料示踪法．颜料示踪法用一种有色颜料注入 

水中，以此确定水流流过一段距离的时间，得到水流 

的表层流速．然后乘以一定系数得到水流的平均流 

速．层流时，该系数为 0．67，混合水流时系数为 0．70， 

湍流时系数为0．8．实际上，几乎所有测得的流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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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大表层流速，而非平均表层流速． Abrahams 

等 [u 0]提出一种断面分段法，将每个断面分为若干 

个子断面，分~I,IN量其中的流速，再进行平均得到平 

均的表层流速．但这种方法需时太长，在有些时候来 

不及测量所需参量，并且劳动强度也较大．陆兆熊 

等 在野外试验中使用了盐液示踪的方法．试验 

时，在水流中相隔一定距离处插入两根探针，在上游 

探针处注入少量盐水，通过测量盐水流过两根探针 

时的电压变化，得到水流的最大流速和平均流速．这 

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较准确地得到水流的平均流速 

和最大流速，但由于信号接收精度的缘故，仅适用于 

水流集中水深较大的水流，对很浅的坡面流则不适 

用了．坡面流速的测量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比较精 

确、简单易用又适应性广的方法，由于问题本身的特 

殊性，这方面的进展可能会相当困难． 

土壤侵蚀率的量测，也是一项较为困难的工作． 

目前一般仅能在试验坡面的出口处取得含沙量和径 

流量的时间系列值，对于中间断面的取样难以进行， 

且容易破坏实验的自然进程．一种可能解决此困难的 

方法是 REE(稀土元素)示踪法 [111]．这种方法是将 

多种稀土元素按一定浓度释放于坡面不同坡段上， 

试验时，在出口处测量坡面总侵蚀量，并分析所采取 

沙样中的各种元素含量，就能够得到整个坡面不同位 

置的侵蚀率数据．这种方法工作量大，程序复杂，对 

仪器设备要求高，尚未能大范围推广使用．另外，大 

气沉降示踪核素示踪法近年来被用于定量研究坡面 

侵蚀过程 [tt2~tt4]．大气沉降示踪核素 Be，。 oPb。 ， 

” C。在未扰动的土壤剖面中的分布深度不同， Be 

仅分布在土壤表层 (0—1)cm的范围内，0加Pb。 分 

布在土壤剖面(0—10)cm的范围内， ” C。可分布 

在 (0—30)cm的范围内，由此，不同的核素在不同 

的深度敏感性不同，可以根据 3种核素在背景值剖 

面中的分布规律，定量研究片蚀和沟蚀．另外通过采 

集径流样，对坡面径流不同时刻核素含量的分析，可 

了解不同侵蚀类型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在土壤侵蚀的模拟实验中，有的学者提出了相 

似性问题，希望通过室内实验模拟实际流域的响应 

问题．由于侵蚀问题涉及的过程较多，流动本身的几 

何尺度相差甚远，因此正态模型不可能成功，且试验 

不可能同时满足重力、阻力、表面张力等多种相似准 

则，只能选择主要的准则．沈冰等 [1 15]提出，须以原 

型和模型的系统响应相似为基本前提，研究如何从 

模型结果向原型结果转化的问题．作者认为首先须 

研究坡面漫流和地下径流的动力相似准则，并设想 

须用某种流体代替水并用某种固体物质代替土来进 

行试验．但这一问题过于复杂，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尚难以看到可能的进展．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8 结 语 

总体上讲，目前土壤侵蚀研究主要是围绕环境、 

农业和土地利用要求而进行的．以土壤侵蚀的基本过 

程、观测数据，以及土壤侵蚀模型为基础，进而探讨 

土壤侵蚀的预报、土壤侵蚀保护措施，以及土地利用 

计划．而在这些问题中，土壤侵蚀动力学过程的研究 

和基于物理过程的预报模型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多年来世界范围内都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 

显著进展，并逐步应用于实际问题．动力学研究方法 

已经逐渐渗透到土壤侵蚀研究的各个方面，并已经使 

人们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并将进一步促进人们对 

土壤侵蚀机理的深入理解和定量化预报水平．但因问 

题十分复杂而多样化，目前的研究仍带有较强的经验 

色彩，一些过程的机理还不完全清楚，许多参数或影 

响因素的描述还缺乏物理性较好的表达．同时土壤侵 

蚀的定量描述和大尺度模拟预报仍很不成熟，有待于 

从野外观测、试验研究、理论分析等方面进一步细致 

研究． 

纵观土壤侵蚀动力学过程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 

不足，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土壤侵蚀动力学研究将会 

继续得到新的发展．尤其在下列几个方面将会引起人 

们更多的注意，并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 

(1)土壤侵蚀演化的动力学机理．研究侵蚀链演 

化过程及各种侵蚀类型的转化过程和条件，尤其是从 

面蚀到细沟侵蚀的转化，这将是合理预报土壤侵蚀的 

关键环节之一． 

(2)复杂条件下的土壤侵蚀过程．如不同的地貌 

特征、不同的植被覆盖，以及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 

等，都对土壤侵蚀过程和侵蚀量有很大的影响． 

(3)土壤侵蚀相关参数的细致率定．土壤侵蚀的 

准确定量化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各主 

要参数率定是关键．由于世界各地土壤特性，以及地 

表特征千差万别，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确定不同情况下 

的土壤侵蚀参数十分重要．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侵蚀 

是我国独有的，有科学意义，也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有应用价值，并由此带动相关的实验和观测技术 

研究． 

(4)流域尺度的土壤侵蚀．土壤侵蚀的预报将进 
一 步从简单坡面，复杂坡面，到小流域，再到整个流 

域，并研究土壤侵蚀对流域环境、生态，以及河流、 

水库的影响．这就需要开发更为复杂的多尺度的土壤 

侵蚀预报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具有典型特征和意义的 

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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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OF OVERLAN FLOW AND SOIL EROSION(II) 

SoIL E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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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types of soil erosion on hillslopes
，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advances in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prediction model of soil erosion on the 

hillslopes，including the surface·sealed soils，splash erosion
，sheet flow(interril1)erosion，rill erosion，sediment 

transport of overland flow，critical slope gradient of soil erosion
，
and prediction modeling of soil erosion

． Also， 

the future trends of soil erosion dynamics are discussed
． 

Keywords hillslope，soil erosion，rain splash erosion，sheet flow erosion(interrill erosion)，rill erosion，critical 

slope of soil erosion，soil ero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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