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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杜仲是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区重要的水土保持经济树种 ,为了阐明人工杜仲林地表
径流和土壤侵蚀的特征及其与降雨特征的关系 , 2002— 2005年在典型的杜仲人工林设置径

流小区 ,进行定位观测 ,结果表明:1)观测期间 ,研究区主要以降雨量(R)<25 mm、降雨强
度(I)<5 mm· h

-1
的降雨为主;2)降雨量(R)、降雨量与降雨强度的乘积(R· I)、降雨侵

蚀力(R30)与土壤侵蚀量和径流均表现出极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在对特定的降雨条件下
的坡面侵蚀进行预测的时候 ,用 R30进行预测比用 R·I更接近通用土壤流失方程降雨影响
因子的内涵;3)对杜仲人工林径流深(Rd)与降雨侵蚀力(R30)的乘积(Rd·R30)与土壤侵
蚀量进行拟合 ,结果表明 ,二者达到极显著线性相关性(r=0.685, P<0.01),比单一用径流
进行坡面侵蚀预测更符合水蚀产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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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我国南方丘陵区因过度砍伐森林资

源 ,毁林开荒 ,使森林植被受到极大的破坏 ,引发了

严重的土壤侵蚀及旱涝等一系列生态灾难 ,使该地

区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

发展 (彭少麟 , 1996;余作岳等 , 1996;杨玉盛等 ,

1998)。杜仲(Eucommiaulmoides)是世界上适应范

围最广的重要胶原植物之一(杨玉盛等 , 1998),具

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同时 ,杜仲作为我国南方红壤

区 “长江防护林 ”工程建设及 “退耕还林 ”工程中的

主要水土保持经济树种 ,发挥了重要的生态经济效

益(聂朝俊和彭智坚 , 2003)。然而 ,对杜仲人工林

的土壤侵蚀特征及其过程的研究较少 。以往的研究

多采用降雨量 (Seegeretal., 2004;García-Ruizet

al., 2005)、降雨量和平均降雨强度的乘积(徐宪

立 , 2005)以及径流量 (Leetal., 1995;蔡强国 ,

1998)等指标预测坡面侵蚀产流产沙及其过程 。不

同指标间存在着差异 ,预测精度各不相同 。本研究

通过定位监测 ,主要研究了杜仲人工林的产流产沙

规律及其与降雨特征的关系 ,探讨降雨特征值对坡

面侵蚀产流产沙的影响 ,为杜仲人工林侵蚀规律及

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提供数据和理论依据。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自然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两溪村女

儿寨小流域国家长江防护林生态效益监测站(29°

30′N, 110°10′E),流域面积 2.81 km
2
,最低海拔 210

m,最高海拔 917 m。母岩主要为砂岩 、页岩和石灰

岩 ,土壤为山地红黄壤(张维涛等 , 1994)。研究区

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均降雨量 1 347.0

mm,年均气温 16.7 ℃, 7月最热 ,平均气温 28.5

℃;1月最冷 ,平均气温 4.8 ℃,无霜期 269 d(李锡

泉等 , 2003)。

杜仲人工林样地设置在坡度 24°的西坡的下

坡 ,土壤为砂岩发育而成的砂质红黄壤 ,土壤容重

1.6g· cm
-3
,最大持水量 15.9 g· cm

-3
,毛管孔隙

度 19.2%,渗透速率 0.92 mm· min
-1
(黄志刚等 ,

2007)。杜仲人工林具有乔-草的层次结构 ,林龄 13

～ 15年 ,杜仲林平均树高 6.0 m,平均胸径 4.5cm,

密度为 6 470株 · hm
-2
;杜仲林总盖度 95%,其中

乔木层盖度 82%;林下草本层盖度 35%,主要包括

莎草(Cyperusrotundus)、繁缕(Stellariamedia)、刺齿

凤尾蕨(Pterisdispar)、扁穗莎草(C.compressus)和

柳叶牛膝(Achyrantheslongifolia)等。

1.2　研究方法

1.2.1　径流小区设计　径流小区设置在杜仲人工

林的下坡 ,面积 10m×10m,四周设有水泥边界 ,下

设沉沙池 ,在样地沿坡向连续设置 3个同样的径流

小区作为 3次重复。 3个径流小区下垫面特征(如

坡度 、植被结构 、林下植被等)基本相同 。

1.2.2　降雨量的测定及降雨侵蚀力的计算　采用

王万忠和张宪奎(1995)的简易求算公式计算降雨侵

蚀力 R30(rainerosivity, m·t·cm·hm
-2
·h

-1
),即:

R30 =1.70×(R·I30)/100-0.136

(I30 <10 mm·h
-1
) (1)

R30 =2.35×(R·I30)/100-0.523

(I30≥10 mm·h
-1
) (2)

式中:R为降雨量(rainfall, mm),利用虹吸式自记

雨量计和自动气象站 (WatchDogModel900ET

WeatherStations, Spectrum, USA)测定 ,取二者的平

均值作为降雨量值;I30为最大 30 min雨强(maxi-

mum30minuteintensity, mm· h
-1
),根据虹吸式自

计雨量计记录结果求得 。

1.2.3　径流和泥沙观测　降雨后测定径流池中的

径流深 Rd(runoffdepth, mm),搅拌均匀后取 500 ml

水 ,过滤后烘干 ,测定泥沙含量 , 计算土壤侵蚀量

SEC(soilerosivecapacity, t· km
-2
)。监测时间为

2002— 2005年 。

1.3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Excel2003软件处理 , 用 SPSS

11.5软件做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2002— 2005年降雨特征及产流产沙情况

对 2002— 2005年单次降雨(降雨间隔时间在 6

h以上的算作 2次降雨)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在研究期间 ,在不同降雨量级下 , 2002和 2003年以

降雨量 >50 mm的降雨为主 ,分别占当年降雨量的

58.5%和 53.6%;2004年以降雨量 >50 mm和 <25

mm的降雨为主 ,占总降雨量的 80.0%;2005年以

降雨量 <25 mm的降雨为主 ,占降雨量的 62.1%。

从降雨次数来看 , 4年均以降雨量 <25 mm的降雨

为主(占总数的 83.7%)。在不同雨强下 ,研究区主

要以雨强 <5 mm· h
-1
的降雨为主 ,占总降雨次数

的 92.7%,其雨量占总降雨量的 72.2%(表 1)。因

此 ,研究区主要以降雨量 <25mm、雨强 <5mm·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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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2— 2005年研究区域降雨次数分布

Tab.1　DistributionofrainfallandraintimesunderE.ul-
moidesplantationfrom 2002to2005

年 份 项 目

降雨量分级(mm· d-1)

<25
25～
50

>50

降雨强度分级(mm· h-1)

<5
5 ～
10

>10

2002 降雨量 (mm) 485 329 1 146 1581 254 125

降雨次数 95 9 14 111 4 3

2003 降雨量(mm) 446 288 847 081 501 0

降雨次数 73 8 6 85 2 0

2004 降雨量(mm) 532 304 661 1017 333 148

降雨次数 68 8 7 73 7 3

2005 降雨量(mm) 849 195 325 951 375 44

降雨次数 72 5 3 72 7 1

表 2　2002— 2005年杜仲人工林次降雨事件降雨特征及产

流产沙情况

Tab.2　Distributionofraincharacteristics, runoffandsoil
erosivecapacityofraineventsunderE.ulmoidesplantation
from 2002to2005

降雨特征

降雨量分级 (mm· d-1)

0.1 ～
9.9

10.0 ～
24.9

25.0～
49.9

50.0 ～
99.9

100.0 ～
249.9

≥250.0

降雨次数 3 18 28 21 5 1

降雨量(mm) 6.4 17.2 37.6 71.1 135.3 457.5

平均雨强(mm· h-1) 5.56 5.56 3.58 4.26 4.40 7.19

最大 30 min雨强
(mm· h-1)

15.0 16.6 22.8 21.1 23.2 42.0

降雨侵蚀力

(m· t· cm·hm-2·h-1)
1.54 6.58 17.34 27.15 57.02 291.00

径流深 (mm) 0.134 0.360 0.780 1.620 2.487 25.330

土壤侵蚀量 (t· km-2) 0.131 0.119 0.234 0.383 0.631 2.053

数值为各雨量分级所有降雨事件降雨特征平均值。

的降雨为主 。

2002— 2005年共观测到 368场降雨(表 1),有

76场降雨产生地表径流和土壤侵蚀 (表 2),其中

2002年为 28场 、2003年 14场 、2004年 14场 、2005

年 20场 ,这 76场侵蚀性降雨事件的降雨特征及产

流产沙情况列入表 2。研究期杜仲林地侵蚀性降雨

事件主要以大雨(25.0<R<49.9)和暴雨(50.0<R

<99.9)为主 ,分别占降雨次数的 36.8%和 27.6%,

其雨量分别占总雨量的 26.1%和 36.9%,其径流量

分别占总径流量的 21.6%和 33.7%,其土壤侵蚀量

分别占总侵蚀量的 29.8%和 33.6%。 2003年 7月

9— 10日连续降雨 457.5 mm,其各项降雨特征值均

高于其他次降雨事件 ,产流产沙量远高于其他次降

雨事件 。其原因可能在于降雨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

的降雨具有较大的降雨侵蚀力 ,对表层土壤的溅蚀

和随后的细沟侵蚀作用较大 ,其地表径流也具有较

大的侵蚀力和搬运力 ,因而产生较多的泥沙流失。

2.2　降雨特征对产流产沙的影响

降雨是水土流失的原动力 ,与坡面径流及产沙

有密切关系。从气象学角度来看 ,降雨主要由降雨

量(R)、平均降雨强度(I)、降雨历时等特征值来反

映 ,这些因子无疑会影响水土流失 ,但是各自影响程

度并不相同 ,并且各因子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陆

宝宏等 , 2001;常福宣等 , 2002)。有研究表明 ,不同

雨量区之间水土流失强度有差异 (田光进等 ,

2002)。关于坡面土壤侵蚀的影响因素 ,美国通用

土壤流失方程从降雨 、地貌形态 、植被 、土地利用和

管理等 5个方面给出了解释 ,其中关于降雨对坡面

侵蚀造成的影响是用降雨侵蚀因子来表达。该因子

主要受降雨量 、降雨强度和降雨侵蚀力的综合影响。

本研究对降雨量 、降雨强度和降雨侵蚀力及它们之

间的组合(乘积关系)与土壤侵蚀量和径流深进行

相关分析 ,并进行线性拟合(图 1和表 3)。降雨量

(R)与土壤侵蚀量(SEC)及径流深(Rd)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 0.621和 0.743,达到极显著的线性相关性

(P<0.01);最大 30min雨强(I30)与土壤侵蚀量及

径流深之间分别极显著和显著线性相关性;降雨量

(R)和平均降雨强度(I)的乘积(R· I)与土壤侵蚀

量及径流深之间具有极显著的线 性相关性

(P<0.01),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0.658和 0.817)

高于用降雨量 (R)拟合的相关系数。徐宪立等

(2005)也认为降雨量和平均降雨强度的乘积(R·

I)比降雨量能够更好的与土壤侵蚀量和径流深进行

拟合 。

表 3　2002— 2005年杜仲林产流产沙量与降雨特征及其不

同组合拟合关系式

Tab.3　Linearequationbetweentherunoffdepthandsoil
erosivecapacityandraincharacteristicsunderE.ulmoides
plantationfrom 2002to2005

拟合公式(n=76) R2 相关系数

Rd=0.0479R-1.172 0.7885 0.743＊＊

Rd=0.0548I30 +0.306 0.0712 0.253＊

Rd=0.062R30 -0.114 0.6652 0.827＊＊

Rd=0.0056R· I-0.082 0.6754 0.817＊＊

SEC=0.0044R+0.030 0.5542 0.621＊＊

SEC=0.0136I30 +0.039 0.1640 0.514＊＊

SEC=0.006R30 +0.137 0.4405 0.731＊＊

SEC=0.0006R· I+0.141 0.4336 0.658＊＊

SEC=0.0868Rd+0.174 0.4691 0.587＊＊

SEC=0.0028Rd· R30 +0.171 0.4099 0.685＊＊

R:降雨量(mm);I:平均降雨强度(mm·h-1);I30:最大 30min雨强(mm
·h-1);R30:降雨侵蚀力(m· t· cm· hm

-2· h-1);Rd:径流深(mm);
SEC:土壤侵蚀量(t·km-2);R· I:降雨量与平均雨强的乘积;Rd· R30:
径流深与降雨侵蚀力的乘积。 ＊表示该相关系数达到显著差异
(P<0.05);＊＊表示该相关系数达到极显著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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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 2005年杜仲人工林产流产沙量与降雨特征及其不同组合的线性相关性

Fig.1　LinearequationbetweetherunoffdepthandsoilerosivecapacityandraincharacteristicsunderE.ulmoidesplanta-

tionfrom 2002 to2005

　　降雨侵蚀力(R30)与土壤侵蚀量及径流深的相

关系数分别 0.731和 0.827,表现为极显著的线性

相关性(P<0.01)。本研究中 , R30是由王万忠和张

宪奎(1995)的简易公式求得 ,是降雨量和最大 30

min雨强综合影响的结果 ,表示土壤侵蚀过程中的

降雨侵蚀因子(Foster, 1982;王礼先 , 1987;王万中 ,

1987;卜兆宏和董勤瑞 , 1992;张宪奎 , 1992)。降雨

过程具有不连续性 ,其时段雨强也具有不连续性 ,土

壤侵蚀产沙过程也具有不连续性 ,因而用平均雨强

(I)估算土壤侵蚀量误差较大 。 I30是一次降雨过程

中的最大 30 min,该时段是侵蚀产沙的主要时段 ,因

而在侵蚀产沙预测预报中比 I合理 。因此 ,在对特

定的降雨条件下的坡面侵蚀进行预测的时候 ,用 R30

进行预测比用 R·I更合理 ,更接近通用土壤流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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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降雨侵蚀因子的内涵。

3.3　降雨侵蚀力 、径流深与侵蚀产沙的关系

坡面产流产沙是降雨因子 、坡面因子及植被因

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降雨因子是原动力 。坡面

径流是土壤侵蚀产沙的载体 ,一般在某个特定的坡

面径流深与土壤侵蚀量之间能够建立良好的相关关

系(Leetal., 1995;蔡强国 , 1998)。产流量与产沙

量之间的良好相关性在推算缺失的侵蚀量数据和维

持数据序列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并且二者的关系

也反映坡面土壤对降雨冲刷的抵抗能力。在相同的

降雨量条件下 ,产流产沙量较多的坡面其抗冲刷能

力较弱 。对杜仲人工林坡面径流深和土壤侵蚀量进

行拟合 ,结果表明 ,二者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性(表

3),即随着径流深的增加 ,坡面泥沙流失量也在增

加 ,土壤侵蚀加剧 。但是 ,根据通用土壤流失方程中

降雨和径流侵蚀因子与侵蚀产沙因子的关系 ,径流

是泥沙流失的载体 ,在一定降雨量条件下主要受坡

面因子和植被因子的影响 ,是必要条件;侵蚀产沙的

充要条件是能够产生破坏土壤结构产生溅蚀和沟蚀

的动力 ,即降雨侵蚀力 。因此 ,将降雨侵蚀力(R30)

和径流深(Rd)的乘积(Rd·R30)与土壤侵蚀量进行

模拟就考虑了影响坡面产沙三因子的综合作用 ,拟

合结果表明二者具有极显著的线性相关性

(P<0.01)。该拟合方程考虑了最大 30 min雨强

(I30)的影响(最大 30min雨强与土壤侵蚀量具有极

显著正相关(P<0.01),其相关系数为 0.514),因

而比单一用径流深进行拟和更符合水蚀产沙过程 。

由此可见 ,在对杜仲人工林坡面土壤侵蚀进行预测

时用 Rd和 R30的乘积(Rd· R30)模拟比单一用径流

深(Rd)模拟更符合水蚀产沙过程。

3　讨　论

土壤产生径流的方式分为 2类 ,即超渗产流和

蓄满产流。当降雨强度较小 ,降雨量足够大时 ,容易

导致蓄满产流;在降雨量一定的情况下 ,当降雨强度

较大时 ,则容易导致超渗产流。就土壤因子而言 ,土

层浅且渗透性及水文传导性差是导致超渗产流的主

要原因(王秀英和曹文洪 , 1999;Justinetal., 2004)。

在土壤物理性质中影响土壤入渗率的主要因素是土

壤的孔隙状况 、土壤质地 、土壤结构的稳定性 、地表

是否有结皮 、土内是否有间层等。地表土壤的孔隙

度越高 ,土壤结构的通透性越好 ,初期入渗率也越

高 ,土壤剖面通体的孔隙度越高土壤的稳渗率也越

高。如果土壤表面被压实或有地表结皮产生 ,地表

层将会被导水率极低的结皮盖住 ,极大地降低土壤

入渗率(Freeze, 1972)。在次降雨过程中 ,如果降雨

量小且未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 ,土壤几乎不产生

地表径流 。由此可见 ,产流是多因子共同影响的结

果 ,单一的降雨特征值不足以准确预测次降雨的产

流量 ,需要综合考虑降雨特征值的影响;土壤侵蚀是

以径流为载体的 ,是必要条件 ,产生土壤侵蚀的充要

条件是次降雨具有破坏土壤表层结构的能力 ,即降

雨侵蚀力 。因此 ,并非每次降雨都会产生径流及泥

沙 ,且产生的径流越多土壤侵蚀越严重 ,水土流失是

多个影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对坡面土壤侵

蚀进行预测时应该充分考虑降雨特征值之间的关

系 ,进行综合模拟 ,如何更有效地组合这些降雨特征

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只测定了 2005年杜仲

人工林地土壤物理性质 ,因而难以比较土壤物理性

质的时间异质性对降雨侵蚀产流产沙的影响及土壤

侵蚀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而这正是研究降雨产

流产沙机制必不可少的部分 ,今后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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