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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于 2008年 3月研制成功了土壤侵蚀实时监测仪, 仪器的基本思路是 从径流中取 样、
称

重并与清水比较, 从而计算出径流中的泥沙含量。介绍了监测仪的工作原理和方法, 重点探讨了双斗连续称重 法和单斗
取样称重法的比较。采用单斗取 样制成的土壤侵蚀实时监测仪经过 多次控制 性实地监测 应用, 证明可以 满足野 外环境
下的水土流失监测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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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体 )的质量、径 流产生 和结 束时间、雨 量等 参数, 将以 上参

1 仪器研制背景

数通过通信网络传 输到 数据平 台后 再下载 到各 客户 端进 行处

水土流失是我国生态环境 恶化的表 现, 同时也 是生态进 一

理, 与清水进行比较, 即可计算出径流中的泥沙含量。

步恶化和群众贫 困的 根源, 已成 为全 球性 环境 灾害 问题 之一,

2. 2 工作方法

水土保持则是 扭转生 态恶 化和 群众脱 贫的 关键 。认识 水土 流

2. 2. 1 双斗连续称重法

失规律、定量监测侵蚀过程和研究水 土流失 影响因 素是有效 开

双斗连续称重法指称重支撑点 上有两 个相邻 的接水 斗, 当

展水土保持工 作的 前提 [ 1] 。针对 传统 的水土 流失 监测 方法 只

一个接水斗装满称重后翻到倒水状 态, 另 一个斗 则处于 接水状

能测量土壤侵蚀总量 而不能反映土壤侵 蚀的动 态过程, 难以 建

态, 如此循环直到径流 结束 (见 图 2)。按 照水文 水样计 算法计

立土壤侵蚀过程与降 雨过程之间的关系, 对 监测人 员的依赖 程

算出每斗浑水所含的泥沙量, 将其相加后 得到一 次降雨 产生的

度过高和样品采集效 率低等缺陷, 特 别是随 着全国 水土保持 监

总泥沙量, 同时也可得 到相应的泥沙 含量变 化过程 线。通过时

测网络与信息系 统建 设和科 学研 究以及 开发 建设 项目 对水 土

间记录和循环次数还可以计算出一次降雨的径流总量。

流失监测精度、效率 要求的 逐渐 提高, 开 展水 土流 失实 时监 测
技术研究就具有重要 的意义。鉴于此, 浙江 省水利 河口研究 院
于 2008年 3月研制成功了土壤侵蚀实时监测仪 (见图 1), 并申
报了一项发明专利和 两项实用新型专利, 其 中两项 实用新型 专
利已经通过了国家专 利局的批准。

图 2 连续称重法示意图
2. 2. 2 单斗取样称重法
单斗取样称 重法 指 在称 重 架上 挂有 一 个称 重翻 斗 ( 见图
3) , 当产生径流时, 进水管移至称重翻斗 上方, 称重翻斗 即开始
接水; 当水面超过满斗 水面线时, 浑 水开始 从三角 缺口外 溢, 此
时进水管移至旁路, 即图 3中 进水 管虚 线位 置; 当浑 水停 止从
图 1 土壤侵蚀实时监测仪

三角缺口外溢、
水 面稳 定在满 斗水 面线 时开 始称 重; 完成 称重
后, 称重翻斗由箭头 方向运 行 180b翻斗倒 水 ( 即至虚线 位置 ),

2 土壤侵蚀实时监测仪工作原理与方法
2. 1 工作原理
利用固定体积 的料 斗从径 流中 取样, 得到 满斗 浑水 (水 沙
[ 项目来源 ]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 水土流失实时监测设备研发 0项目

然后称重翻斗再返回接水状态重新 开始运 行, 重 复进行 直至径
流结束。同样, 按照 上述 方法 计算 出每 斗浑 水的 泥沙 含量, 并
可利用满斗时间、
附加 等待时间 (包括 溢流稳定 时间、
称 重稳定
时间和倒水等待时间 ), 通过插值补偿, 计算 得到径流和 泥沙总
量及其变化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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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安吉县水土保持示范园区进行现 场监测 试验, 实践证 明该仪
器可以满足野外环境下的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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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图 3 单斗取样称重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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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种工作方法比较
3. 1 双斗连续称重法的特点
双斗连续称重法由于采用 了双斗连 续接水, 径 流量和泥 沙
量没有损失, 因此泥 沙总量 和径 流总 量计 算比 较方 便, 只要 通
过简单的相加即可。但是, 该方法也 存在以 下难以 解决的技 术
难点: ¹ 由于双斗始 终处于 进水 状态, 水 面波 动造 成的 满斗 判
断困难, 每斗容积相差较大; º 进水对水 面造成 冲击力, 而进 水
流量和含沙 量 又是 变化 的, 称 重时 很 难分 辨 进水 冲 击力 的 大
小, 难以扣除进水冲 击力对 称重 的影 响; » 倒 斗中 水时 不可 能
使斗口朝下, 所以残留的泥沙较多, 由于 是连续 接水, 因此残 留
量难以扣除。受以上因素的影 响, 此 方法对 称重的 准确性有 较
大的影响, 计算结果的误差也较明显。
3. 2 单斗取样称重法的特点
单斗取样称重法使用单斗 取样接水, 其 泥沙含 量计算与 双
斗相同, 其泥沙总量和径流总量计算 的准确 性与所 采样本的 密
度有关。
单斗取样称重 法解决 了双 斗连 续称 重法 难以 满足 的技 术
要求, 当水面超过满斗水面线时, 浑水开 始从三 角缺口 外溢, 此
时进水管移至旁路, 直至水面稳定在 三角缺 口底部 且平稳时 为
止, 这样就保证了每 斗容量 的一 致性 和准 确性, 且 无进 水冲 击
力的干扰, 从而保证 了称 重的 准确。 此外, 由 于倒 水时 斗口 朝
下, 浑水快速倒向地面, 斗中残 存的泥沙 极少, 计算 中也容易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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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56页 )在有 效防治石 漠化的 前提下, 尽量 安排一 些群
众喜欢的 / 短、
平、快 0项目, 使群众能够在短期内从石漠化治理
中获得实惠, 进而激发 他们参 与治 理工 作的积 极性 和主动 性。
对坡改梯、人工种草、
经济林、田间生产道 路及小型水 利水保工
程等需占用农民现 有耕地 的措 施, 在规划 布局 前, 设计人 员应
初拟多个备选方案, 经 建设用 地涉 及群众 开会 评议 选定后, 再
由项目区村、组提出建设申请 (须附农户愿意提供建设用地使 用
权承诺书 ), 再确定最终方案。这样既可有效解决建设用地协 调
问题, 又保证了设计方案的可操作性, 减少项目变更的几率。
4. 4 加强监督 执法 和 管护 工 作, 保护 和 巩固 治理 成 果, 充分
发挥工程效益
石漠化综合治理 成果来之不易, 应加 强监督执法 和管护工
作, 保护和巩固治理 成果, 充 分发挥 工程 效益。应 及时建 立一
支强大、精干的高素质 石漠化 生态 环境监 督执 法队 伍, 建 立健
全监督执法工作机制 , 切实加强对石漠化 治理成果和 生态环境
的保护力度。同时, 要 进一步 完善 健全管 护工 作相 关机制, 特
别要建立严格的奖 罚制度, 加 强对 管护工 作的 培训、指导 和检
查力度, 有效落实各项 制度和 措施, 确 保治理 措施 的正常 运行
和综合效益的充分发 挥。
5 结

语

除残留的泥沙, 这就进一步保证了 称重的 准确性。 采用单斗 取
样称重法称重, 数据准确性高, 技术上也比较容易满足要求。

贵州省岩溶面积 约占全省 土地总 面积 的 61. 92% , 石 漠化
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21. 34% , 占岩溶面 积的 34. 47% , 是全国

4 结

语

对比双斗连续称重法和单 斗取样称 重法的 称重方 法、
工作

石漠化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石漠化 问题已成 为我省最为 突出、
急需解决的重大生 态问 题。开展 石漠 化综合 治理 是保护 我们

特点后可以得出以下 认识: ¹ 双斗连 续称重 法与单 斗取样称 重

的家园和生存空间, 改 善当地 群众 生产生 活条 件, 促进区 域经

法机械结构复杂程度 基本相当; º 双 斗连续 称重法 与单斗取 样

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迫切 需要。认 真总 结各地 石漠 化综合 治理

称重法计算泥沙 含量的 方法 相同; » 与单 斗取 样称 重法 相比,

试点工作的经验, 对大规模开展石漠化综 合治理有着 重要的意

双斗连续称重法由于 受进水冲击力的影 响, 增加了 满斗重量 测
定的难度, 因此也影 响到 泥沙含 量和 径流 总量 计算 的准 确性;

义。麻江县共和小流域石漠化 综合治理的实施 组织模式、建设
管理措施在贵州省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 供其他开展 石漠化综

¼双斗连续称重 法与 单斗取 样称 重法计 算泥 沙总 量和 径流 总

合治理工作的地方借 鉴和参考。

量时, 前者直接累加, 后者则需 在累加后插值补偿。

[ 作者简介 ] 罗勇 ( 1977- ), 男, 贵州麻江县人, 工程师, 主要从

采用单斗取样 制成的 土壤 侵蚀 实时 监测 仪经 过多 次控 制
性实地监 测 应 用, 其 结 果 与 实际 值 的 相 关 系 数 达 到 0. 98 ~
01 99。目前, 我们将单斗取样 土壤侵 蚀实测 监测仪 安装在浙 江

事水土保持管理及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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