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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试验和数值模拟的降雨入渗过程中根系固土能力动态变化研究
李通，王云琦，王玉杰，马超，王鑫皓，朱锦奇
（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为探讨降雨入渗过程中植物根系发挥的固土能力动态变化，选取重庆缙云山常见绿化
树种四川山矾（Symplocos setchuensis Brand）进行抗拉试验和抗拔试验，并通过有限元方法
对降雨过程中植被边坡进行数值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根系固土能力随降雨入渗的变化体现
为根系失效方式对含水量的响应（1）根系抗拔强度随含水率变化呈现衰减趋势。（2）根系
拉断与拔出阈值随含水量升高而逐渐衰减，且存在土层分布差异；
（3）根系提供的附加粘聚
力为土壤含水率的变量；
（4）在降雨入渗过程中，考虑根系固土能力弱化时相较常规方法可
以计算的边坡稳定性更加保守。因此植物根系在土体变饱和过程中附加粘聚力的丧失是植被
边坡稳定性降低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关键词：根系固土；边坡稳定；降雨入渗；抗拉强度；抗拔强度
Dynamic of root reinforcement during rainfall infiltration based on experimen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Li Tong, Wang Yunqi, Wang Yujie, Ma chao, Wang Xinhao, Zhu Jinqi
(Schoo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of root reinforcement during rainfall
infiltration, a common used green plant species was selected for root tensile and pull-out test.
Simultaneously, finite element method was adopted for the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Main results
show that (1)the root pull-out strength reduced gradually while the soil moisture content
increasing,(2)there is an diameter threshold between tensile and pull-out strength, which is
dynamically decreased during the soil variable saturation process and has spatial and time
difference in slope during rainfall ,(3)the additional cohesion strength provided by plant root is a
variable related to soil moisture (4) when taking the dynamic of root reinforcement during rainfall
infiltration，the safety factor is more conservative than that calculated by conventional method.
Thus, the lose of root additional cohesion during soil variable saturation process is a
non-negligible factor for slope stability decrease.
Keywords：slope stability; rainfall infiltration；root reinforcement；tensile strength，pull-out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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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地應用無人飛行載具(UAV)播種植生粒劑可行性評估
許愷岐[1] 宋國彰[1] *
摘

要

林信輝[1]

臺灣地質活動頻繁，且經常有颱風豪雨之侵襲，導致許多崩塌發生。過去針對道路

旁邊坡或人員可到達之崩塌地，應用工程配合植生工法，已有相當之成效。但由於崩塌地之規
模差異甚大，仍有許多屬零星分布、地形陡峻或位於深山源頭與偏遠地區之崩塌地，無法以一
般坡面植生工法進行全面之整治與植生復育工作。
近年來無人飛行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之相關研究與技術已臻純熟，其具有高
機動性、即時性且可避免不必要人員風險等優勢，如能將 UAV 之特性應用於植生基材之導入
作業，對於零星或偏遠崩塌區域之植生復育成效，應有相當之效益。
因此，本研究將不同植生基材混合，製作出三種(培養土、泥炭土、菇類堆肥)型似球狀，
且適用於 UAV 播種之團粒，本文稱之「植生粒劑」。進行實地試驗與驗證結果，評估該工法
於崩塌地之植生復育可行性。
經植生粒劑特性分析與發芽試驗結果得知，以泥炭土製作之植生粒劑因其含水量、有機質
皆為三種粒劑中最佳者，且可於最短時間內達到較佳之發芽生長效果。但考量成本效益量化製
作之綜合評估後，以培養土製做之植生粒劑較適宜於崩塌現地進行播種。
而將植生粒劑於崩塌現地進行播種後發現，水分決定了植生粒劑之發芽生長。倘若粒劑播
種後之基地缺乏水分，粒劑的種子雖不發芽，但可延續其活力一至兩個月以上，而待降雨於後
仍可發芽生長。而如於基地環境水分充足時，植生粒劑可於播種後四個月，提升約 15%之植生
覆蓋率。本研究初步試驗與評估，崩塌地應用 UAV 播種植生粒劑工法進行植生復育工作，具
有相當之可行性，且有後續研發推廣之價值。

關鍵詞：崩塌地、無人機、植生工法、航空植生、植生粒劑。

Feasibility Evaluation for Unmanned-Aerial-Vehicle Sowing Vegetating
Pellets on Post-Landslide Sites
Kai-Chi Hsu [1]

Guo-Zhang M. Song [1] *

Shin-Hwei Lin [1]

ABSTRACT
Taiwan's frequent geological activities, typhoons and torrential rains result in
many landslides. In the past, for landslides where people can reach, using engineering remediation
methods incorporated with vegetating approaches have achieved considerable results. However, due
to the facts that the scale of landslides varies greatly, and many landslides scatter across large areas,
steep terrains and deep mountains,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methods may not work well.
Th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are maturing. Compared to
helicopters, UAV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high mobility, high instantaneity and low risks to operators.
If the advantages of UAV can be used to introduce vegetating materials to sites with landslides and
bare soils, considerable results should be achieved.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we mixed different materials to produce three kinds of (culture soil, 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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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mushroom compost) pellets (namely vegetating pellet) which shape is spherical and they can be
delivered by UAVs.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this approach for landslide remediation is evaluated
through lab and field trial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alyses for pellets and germination tests, the pellets made with
peat soil are the best in terms of water-retaining capability, proportion of organic matter and time
needed for seed germination. However, once material cost wa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ellets
made with culture soil are most suitable for landslide remediation.
The field trials showed that water determines seed germination of pellets. If the environment of
is lack of water after pellet sowing, seeds in the pellets can remain alive for more than one month.
Subsequent rains can still trigger seed germination and promote seedling growth. If the environment
water is sufficient, the pellets can increase the vegetative coverage by about 15% four months after
sowing. The preliminary trials showed that the method of using UAVs to sow vegetating pellets has
considerable potential for the remediation of scattered landslides and is worth promotion and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 : Landslide, UAV, vegetating engineering, aerial-vegetating seeding, seed ball.

3

3

一、前言
臺灣因位於板塊交界處，地質構造發達，岩層易破碎風化且經常有颱風豪雨之侵襲，導致許多崩塌發生。過
去針對道路旁邊坡或人員可到達之崩塌地，應用工程構造物配合植生工法如噴植、打樁編柵、植生帶等相關治理
作業，已有相當之成效。
但造成崩塌之因素甚多，規模差異甚大、許多屬零星分布、地形陡峻或位於深山源頭與偏遠地區之崩塌地，
仍暫無法以一般坡面植生工法進行全面之整治與植生復育。
近年，無人飛行載具(UAV)之相關研究與技術已臻純熟，其具有高機動性、即時性等優點，且可避免不必要
人員風險等優勢。如能將 UAV 之特性應用於植生基材之導入作業，對於零星或偏遠崩塌區域之植生復育成效，應
有相當之效益。
因此，本研究將不同植生基材混合，製作出三種(培養土、泥炭土、菇類堆肥)型似團粒，且適用於 UAV 播種
之植生粒劑，並透過 UAV 播種裝置系統將植生粒劑於崩塌現地播種，藉此達到植生材料導入及植生復育。並進行
實地試驗與驗證結果，評估該工法於崩塌地之植生復育可行性。

二、研究材料與方法
1. 研究材料
(1) 無人機(UAV)
無人飛行載具(UAV)因屬遠端操控，因此在應用與限制上與直升機航空植生有相當之差異。因 UAV 在
進行播種作業時，會受到外在環境干擾或是機體本身設備限制，導致植生粒劑播種著地時之分布點位不均，
甚至影響種子發芽等。因此在進行 UAV 機型選擇與播種裝置設計時，應多方考量基地環境條件之影響，以
確保播種作業能順利進行。而經文獻資料蒐集與相關廠商訪談了解，目前國內較常見的無人機，包含商售
機種與自組機種。其中，以多旋翼型載具較為常見，其動力來源為電池及馬達，優點為操作簡易、且具有
較佳之穩定能力，但缺點為飛行時間較短及載重有限。本研究應用之無人飛行載具(UAV)詳細設備與規格如
下表所示：
表 1 本研究使鍫枻 UAV 載具枻設備規格
Table 1

Equipment specifications for UAV vehicles used in this study

UAV 型號

LION800

UAV 軸數(軸)
最大起飛重量(g)
抗風性(級風)
續航力(min)
負載重量
儀器單價(NT$)

6
8,500
5
17
3
60,000

註：抗風性之級數以蒲福氏風級為標準

圖 1 LION800 無人機
Fig.1 LION800UAV

(2) 播種裝置
本研究之播種裝置利用光敏電阻裝置設計，光敏電阻是一種透過光電導效應的特殊電阻，簡稱「光電
阻」。而電阻與光線有直接關係。當有光線照射時，電阻內的電子將受到激發，成為自由電子，藉而開啟播
種裝置之卡榫，使植生粒劑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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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光敏電阻播種裝置
Fig.2 Photosensitive resistor sowing device

(3) 植生粒劑材料與設計
 植生基材
植生粒劑所應用之區域大多為崩塌裸露地，土壤貧瘠且土層較淺薄，因此選用的植生材料應盡量以
輕質、保水、經濟……等特性之材料為優選。本研究經過去噴植工法應用基材與國內外植生團粒相關文
獻評估後，植生粒劑應用之基材如下：

圖 3 植生粒劑應用基材
Fig.3 Materials for vegetating pellets

 種子材料
崩塌地應用之種子材料應容易取得、儲藏與搬運，施工經費便宜，並可於短期間達到植被覆蓋，適
做為廣大面積快速綠化以促進植生演替之種子材料。此外，亦需考慮種子大小，以方便植生粒劑製作與
UAV 承載。本研究經文獻回顧與評估後，植生粒劑應用種子材料如下：
表 2 植生粒劑應用種子材料
Table 2

Seed materials for vegetating pellets

物種名稱

學名

科別

特性

百喜草
高狐草
山胡枝子
相思樹

Paspalum notatum
Festuca arundinacea
Lespedeza bicolor
Acacia confusa

禾本科
禾本科
豆科
豆科

多年生、匍匐、分蘖
多年生、深根、叢生
常綠灌木
常綠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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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植生粒劑應用種子材料
Fig.4 Seed materials for vegetating pellets

 植生粒劑
本研究之植生粒劑是透過預拌桶進行製作，將基底材料、生長材料與包覆材料分批加入後，將粒劑
內之種子層層包覆，以達到相當之發芽與保護效果。植生粒劑之設計示意圖如下：

圖 5 植生粒劑示意圖
Fig.5 Structure of vegetating pellets

 植生粒劑種類
本研究依據不同植生基材特性，應用培養土、泥炭土與菇類堆肥共製作三種植生粒劑。不同植生粒
劑其材料配比會有所差異，而材料配比以粒劑製作完具有塑型為標準。
表 3 本研究植生粒劑種類
Table 3
粒劑種類
材料種類
基底材料
生長材料
包覆材料
膠結材料
種子材料

Three types of vegetating pellets

培養土植生粒劑

泥炭土植生粒劑

菇類堆肥植生粒劑

赤玉土
黏質土
緩效性肥料
培養土
泥炭土
菇類堆肥
木質纖維
團粒化劑
百喜草、高狐草、山胡枝子、相思樹

崩塌播種試驗區
本研究之崩塌現地選擇條件以較零星且能進入觀察之區域進行試驗，且另需考量實際基地立地條
件、配合施工技術、施工季節，及後續調查與成果資料之可判讀性。故經現勘後，以初步試驗而言，本
研究選取小路野溪治理二期工程護岸上坡面、瀨頭崩塌地與仙湖農路崩塌地三區進行現地播種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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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崩塌現地播種樣區
Fig.6 The location of landslides for field tests

2. 研究方法

圖7

研究流程圖

Fig.7

Flowchart of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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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論
1. 特性分析
(1) 含水率
三種粒劑中，泥炭土植生粒劑其含水率最高，菇類堆肥次之，培養土植生粒劑則最差。
(2) 團粒穩定度
三種植生粒劑製作完成後，其團粒穩定度皆相當良好。
(3) 酸鹼度(pH)與電導度(Electrical conductivity, EC)
培養土與菇類堆肥植生粒劑 pH 屬中性，而泥炭土植生粒劑屬偏酸性。
培養土與菇類堆肥植生粒劑電導度過高對於一般作物可能造成傷害；而泥炭土植生粒劑肥力偏高。
(4) 總體密度
培養土植生粒最高，泥炭土植生粒劑次之，菇類堆肥最低。
(5) 有機質
泥炭土製作之植生粒劑有機質含量為三種粒劑中最高，菇類堆肥植生粒劑第二，培養土則最低者。
表 4 三種植生粒劑之特性分析
Table 4
粒劑種類
材料種類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pellets

培養土植生粒劑

泥炭土植生粒劑

菇類堆肥植生粒劑

含水率(%)

8.24

49.83

34.35

團粒穩定度(%)

91.85

98.52

92.55

酸鹼度

7.06

5.48

7.25

電導度(μS/cm)

1.97

0.94

1.75

總體密度(g/cm3)
有機質(%)

0.69
17.91

0.6
40.56

0.54
21.8

2. 植生粒劑發芽試驗
(1) 不同材料之植生粒劑在發芽試驗中發現，除了材料本身之物理化學特性外，植生粒劑之大小、製作材料對
於草本、木本種子發芽與生長速率具有相當之影響，且於不同環境下生長之粒劑，更有明顯的不同。
(2) 泥炭土製作之植生粒劑其內部草本與木本種子可於最短時間內達到發芽生長，且發芽株數幾乎為三種粒劑
中最高者。
(3) 培養土製作之植生粒劑草本發芽速度與發芽株數大多介於兩種粒劑之間；而木本之發芽情形則與泥炭土製
作之粒劑相近。
(4) 菇類堆肥製作之植生粒劑，因材料乾縮性大，故當粒劑水分散失後，可能造成根系損傷，因此在崩積土內
發芽效果較其他兩種粒劑低。
(5) 從發芽試驗可發現，不管植生粒劑之製作材料為何，較小顆之植生粒劑之發芽效果一般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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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Fig.8

不同立地條件、粒劑直徑與粒劑成分下草、木本植物種子發芽率

Germination rate of grass and woody species under different pellet diameters, pellet ingredients and site conditions

表 5 不同植生粒劑之發芽能力評估
Germination evaluation for different pellets

Table 5
植生粒劑種類
植生粒劑直徑
黏質土

崩積土

培養土植生粒劑
3 cm

2 cm

泥炭土植生粒劑

1.5 cm 3. cm

2 cm

1.5 cm

菇類堆肥植生粒劑
3 cm

2 cm

1.5 cm

草本

1

4

7

5

3

8

2

6

9

木本

2

4

8

7

7

9

1

3

5

總分

1.5

4

7.5

6

5

8.5

1.5

4.5

7

草本

1

4

6

8

7

9

2

5

3

木本
總分

4
2.5

6
5

8
7

8
8

6
6.5

9
9

2
2

3
4

1
2

*備註：本研究評分分數最高為 9 分，最低則為 1 分
評分項目：發芽速率指標(CGRI)、發芽率

3. 植生粒劑選擇
因植生粒劑於崩塌現地進行播種時，屬大面積施工，故於粒劑選擇時除了考量植生粒劑發芽效果外亦須考量
其材料單價、工作性…等，才得以更有效的達到治理成效。因此本研究除了考量上述發芽試驗結果外，亦將不同
材料製作之植生粒劑之材料單價、製作時間性、單位重與製作損耗性進行比較，以選擇出較適宜崩塌地應用之植
生粒劑。

圖9
Fig.9

植生粒劑評估雷達圖
Radar chart for pelle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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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本研究將材料單價、製作時間性…等項目列入考量，並透過雷達圖分析後發現，三種植生粒劑中，以培
養土製做之植生粒劑經整體評估後較適宜於崩塌現地進行播種。因此本研究後續現地播種試驗將採培養土植生粒
劑進行。

4. 崩塌地植生粒劑播種試驗
(1) 於現地播種試驗發現，播種後之植生粒劑，其發芽能力與環境水分具有直接的影響。
(2) 瀨頭崩塌地播種試驗結果，播種初期因降雨量較高，故粒劑之生長相當良好，但施工半年後幾乎無降雨，
且該崩塌地屬空曠裸地，受太陽直射，導致粒劑內種子易乾燥衰退，僅剩相思樹存活。
(3) 小路野溪崩塌地因植生粒劑播種時期為 10 月，正屬台灣南部之旱季，故初期幾乎無粒劑發芽；但 12 月之
後有開始有少量降雨，故植生粒劑內之種子開始逐漸發芽生長。
(4) 由小路野溪播種近一個月後的粒劑，帶回後再給水之試驗結果，仍有極高之發芽率，可見，植生粒劑具相
當的耐久性。
(5) 仙湖崩塌地因鄰近山區溪流且受山巒環繞，經常有山區露水，環境溼度充足，因此植生粒劑發芽生長良好，
播種後四個月，植被覆蓋率已增加約 20%。

5. UAV 播種植生粒劑工法可行性評估
表 6 UAV 播種植生粒劑工法與其他兩種工法之比較
Table 6
工程種類
比較項目

Comparing the method of UAV sowing pellets to another two methods
UAV 播種植生粒劑工法

傳統植生噴植工法

操作性與執行性

零星分佈、機具無法到之崩
塌地
易

法律規範性

未來須訂定施工申請許可

既有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施工時效性
經濟性

高
低

低
高

技術性與適用性

一般機具可到達之崩塌地
中

直升機航空噴植工法
經評估符合經濟效益時才
使用
難
需經過航線申請及飛行許
可
中
中

表 7 UAV 播種植生粒劑工法 SWOT 分析
Table 7
優勢 Strengths
(1)

(2)

(3)

可於零星分佈、一般 (1)
工程無法進入之崩塌
區域進行整治。
操作容易，無須經過 (2)
複雜的技術訓練，即
可快速上手。
相較過去傳統工法，
更 具 經 濟 性 及 時 效 (3)
性。

SWOT analysis for the method of UAV sowing pellets
劣勢 Weaknesses

機會 Opportunities

相較傳統工法，其施 (1)
工面積較小，無法大
面積施工。
UAV 承載粒劑時，耗
電量較大，作業執行
時間，較無法長久延
續。
(2)
因大多適用於機具無
法到達之區域，故後
續若需追肥、澆灌，
需二次施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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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之崩塌地， (1)
有許多屬於局部、零
星之崩塌無法直接進
入整治，因本工法機
動性較高，可進行這
些區域的治理。
UAV 之 技 術 日 新 月 (2)
異，因此對於該工法
之播種技術也將更加
精進，故未來之應用
範圍將逐漸擴大。
植生粒劑及飛行載具
之設備可因地制宜，
對於崩塌地治理，可
更有效且更快速的達
成效益。

威脅 Threats
該工法因補水困難，
故建議配合降雨量施
工，而近年氣候變
遷，導致雨季等常規
氣候失衡，可能導致
施工時間難以掌握。
該工法之應用環境，
大多為貧瘠惡劣之崩
塌地，因此粒劑播種
後所受之環境應力，
仍有許多不確定性，
將導致植生效益受到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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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1. 三種粒劑中，泥炭土製作之植生粒劑其含水率、有機值最高，且 pH 值呈偏酸性，顯示利
用泥炭土製作之粒劑對於植物具有較佳之生長環境。
2. 泥炭土製作之植生粒劑，因含水率、有機質較高，因此其草本與木本種子皆可於最短時間
內達到發芽生長，且發芽株數幾乎為三種粒劑中最高者。
3. 雖以泥炭土製作之植生粒劑具有較佳發芽能力，但經整體綜合評估(經濟性、工作性、單位
重、製作損耗率)後，以培養土製作之植生粒劑較適合於崩塌地播種。
4. 由崩塌現地播種試驗可發現，水分對於植生粒劑之發芽生長與具有直接影響，因此植生粒
劑之播種時間應配合降雨事件或是梅雨季節進行，使其發芽效果與植被復育能力達到更加
顯著的效果。
5. 依據崩塌地之案例播種試驗結果， UAV 確實具有機動性與即時性之特性可快速及適時地
將植生基材導入人力機具無法到達之區域，並進行植生復育作業。
6. 經本研究試驗與初步評估，崩塌地應用 UAV 播種植生粒劑工法進行植生復育工作，具有
相當之可行性，但植生粒劑之基材與較大型載重機具不同播種作業方式之裝置設備改良，
仍有相當的進步空間，待更深入試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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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LION800 無人機

光敏電阻裝置

開關裝置設計

圖 2 光敏電阻播種裝置

圖 3 植生粒劑應用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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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植生粒劑應用種子材料

圖 5 植生粒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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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崩塌現地播種樣區

圖 7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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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不同立地條件各尺寸植生粒劑草、木本種子發芽率

圖 9 植生粒劑選擇評估雷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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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暴雨）条件下植被对坡面产水产沙的调节作用
张艳 赵廷宁*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北京 10083）

摘

要：北京市在 2012 年 7 月 21 日发生了极端暴雨事件，但由于坡面工程措施不同，植被对坡面产水产

沙的调节作用表现出差异性。本研究以大型露天矿山和高速公路等生产建设项目重建边坡为例，比较分析
2012 年前后共 91 场降雨的雨量、强度及其水沙变化特征，从植被配置方式、工程与植物措施适宜性等方
面解释植被对坡面产水产沙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总孔隙度、前期含水量以及植被盖度是坡面产流
的关键制约因子，其中植被盖度的灰色关联度为 0.72，前期含水量的灰色关联度为 0.74，总孔隙度的灰色
关联度最高达到 0.79；而总孔隙度、枯落物厚度以及植被盖度是坡面产沙的关键制约因子，灰色关联度分
别为 0.64、0.60 和 0.58。（2）综合贡献度 P 可反应工程与植物措施对坡面产水产沙的影响程度，P 值数值
范围在 0~1 之间，数值越大，表明减缓水土流失的效果越好。经分析多数有工程与植物措施边坡的 P 值处
于 0.31-0.77 范围，水土流失情况远好于无生态防护措施的边坡。建议：
（1）应根据项目特点和工程实际情
况合理设计水土保持措施，采用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防护。同时还应注意坡顶及坡面截、
排水不畅，坡面不平整，坡脚低洼积水、浸泡，护坡基部缺乏必要支护，部分坡面土质差或夯实碾压不够，
护坡措施失当等易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问题。
（2）植被的选择应大量使用深根性乡土植物，适当增加灌木
比例，提高边坡地面覆盖率和根系固土能力。最终实现以边坡稳定为前提的生态修复的绿化目标，形成与
周边环境相协调的植物群落，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

Effects of vegetation on sediment yield on slope under extreme
weather (rainstorm) conditions
Zhang Yan Zhao Tingning*
（Colleg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83，China）

Abstract：Extreme rainstorm occurred in Beijing on July 21, 2012. However, due to different
measures of slope engineering,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vegetation on the yield of aquatic products
and sand on slope was different. Taking the reconstruction slope of large-scale open pit mine and
highway and other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ainfall, intensity and water and sediment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total of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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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falls around 2012, and explained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vegetation on the slope to produce
aquatic sedi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vegetation arrangement mode, engineering and plant measure
collocational suitability. The results were shown that :(1) total porosity, early water content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were the key limiting factors of slope runoff, among which the gray
correlation degree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s 0.72, the gray correlation degree of early water
content is 0.74, and the highest gray correlation degree of total porosity is 0.79.The total porosity,
litter thickness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are the key factors of sediment yield on slope, and the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is 0.64, 0.60 and 0.58 respectively.(2) the comprehensive contribution
degree P could reflect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engineering and plant measures on slope sediment
production. The value range of P value is between 0 and 1, and the larger the value is, the better
the effect of reducing soil and water loss. Through analysis, the P value of most slopes with
engineering and plant measures is in the range of 0.31-0.77, and the situation of soil erosion is far
better than that of slopes without ec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Suggestions :(1)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reasonably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ject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engineering measures and
plant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for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slope top and slope cut, drainage, slope is not smooth, slope is not level,
slope foot low-lying water, soak, slope protection base lack of necessary support, part of the slope
soil quality is poor or ramming and compaction is not enough, slope protection measures, those
were easy to cause serious soil erosion problems.(2) the selection of vegetation should use a large
number of deep-rooted native plants,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shrubs, improve the
slope ground coverage and root soil fixation abilit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green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ased on slope stability, and the plant community coordinated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s formed,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soil and wate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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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二萬坪地區之植生邊坡穩定度分析
章之嘉1，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研究生
李嶸泰2，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摘

要

台灣的高山密布且地形陡峻，夏季豪雨容易在山區地表形成逕流造成土壤流失，
而全球氣候變遷更是增加了山坡地的不穩定性及崩塌風險。為保障居民安全，在科
技發達的今日，廣泛地運用了各種的數值模型，預測災害可能發生的區域及範圍，
以加強防災預警的準確度。本研究選擇 SOSlope 邊坡穩定分析軟體，以地形、植被、
降雨事件及土壤作為主要因子進行災害模擬，進行計算邊坡之安全係數( Factor of
Safety, F.S )，並預測未來可能發生「淺層滑坡」之區域及風險。本研究地點位於嘉
義縣阿里山鄉二萬坪地區，二萬坪地區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引發了 130ha 之大規
模崩塌，雖然該地區已實施整治工程並進行植生復育，但先前崩塌所造成之大規模
崩崖地形仍是現今棘手的問題。本研究以阿里山公路崩塌警戒之降雨強度 20mm/hr，
以及阿里山測站 45 年重現期距之降雨強度 110mm/hr 進行模擬，如圖 1 及圖 2 所示，
分析結果顯示二萬坪地區約有 50%之面積為中、高以上崩塌潛勢區，並有多處可能
發生位移量大於 2m 之滑坡災害。另發現，在坡度較平緩的區域(圖 3)，植生覆蓋將
提升低崩塌潛勢區之面積比例，意即可有效降低災害發生的風險(表 1)；惟因高崩
塌潛勢邊坡主要受坡度影響較大，因此進行植生導入作業之前應先針對立地條件進
行改善作業，如修坡整地或局部穩定工程等，以增加植生復育之成功率。
關鍵字：大規模崩塌、SOSlope、邊坡穩定分析、植生復育、崩塌潛勢

圖 1 降雨強度 20mm/hr 下之崩塌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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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降雨強度 20mm/hr 下之邊坡滑動位移量

圖 3 相同坡度之植生地及裸露地崩塌潛勢比較
表 1 相同坡度之植生地及裸露地崩塌潛勢比照表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分區

地表狀態

低潛勢

中潛勢

中高潛勢

高潛勢

12

植生地

66.3%

10.2%

13.9%

9.6%

17

裸露地

57.5%

14.4%

19.2%

9.0%

13

植生地

34.6%

27.3%

29.6%

8.5%

16

裸露地

22.8%

32.9%

35.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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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时间与空间动态变化下的固土固坡效能研究
王云琦1,2，李云鹏1，朱锦奇1，李通1，王鑫皓1
(1.北京林业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北京 100083；
2.北京林业大学重庆缙云山三峡库区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北京 100083)
摘要：植被作为土壤的天然保护屏障，对抑制土壤侵蚀和浅层滑坡起到有效的作用。在植物护坡工程设计
中，需要考虑树种的选择、搭配以及空间配置，但这需要林木根系固土护坡的力学机理研究作为前提。本
研究以 14 种不同的乔灌草植物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植物根系的空间分布，构建植地下部分物的生长模型；
结合土壤的特性、根系的力学特性以及根系的生长模型利用数值模拟的手段，模拟了含有不同植被类型、
不同搭配方式、不同坡体条件情况下的含植被坡体的稳定性，得到的具体结论如下：1）考虑单一植物种类
时，种植荆条后坡体的安全系数提升较大；2）考虑不同植物种类搭配时，混种狗尾草和侧柏后坡体的安全
系数提升较大；3）对于单一植物配置的浅层土坡，在坡度较大的条件下，可以考虑种植刺槐，而在坡度较
小的条件下，可以考虑榆树和栾树；4）凹形坡体在不同的配置方式下整体的安全系数要比凸形坡体高，并
且凹形坡面相比于凸形坡面，各不同配置条件下的坡体安全系数间的差异较小。
关键词：根系结构；生长模型；数值模拟；空间配置；植被护坡

Study on the effect of plant stabilize slope under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 change
As a natural barrier, the existence of plant roots has reinforced the soil cohesion, absorbed water
from soil and reduced pore water pressure then enhanced soil shear strengt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lop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it is necessary to concern about tree species selection and spatial
allocation. However, this few studi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root reinforcement mechanisms
of the vegetation slope protection technology. Selected 14 common plant species as the study object.
By investiga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lant roots to establish the growth model of the plants
subterranean parts. Combined with soil characteristics, root mechanics and root growth model to
simulate the slope stability. Meanwhile,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re conducted to simulate and evaluate
factor of safety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slop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When a single plant species
is considered, the safety factor greatly improved with vitex negundo L. 2) For convex slope, safety
factor increased greatly with mixed species of Setaria glauca and platycladus orientalis.3) For the
shallow soil slope with single plant configur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teep slope, suitable for to
planting robinia pseudoacacia, whil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gentle slopes recommend to planting
ulmus pumila and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4) The safety factors of concave slope are higher than
convex slope und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mod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safety factors of concave slope
under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conditions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convex slope.
Key words: Root architecture; Growth model; Numerical simulation; Spatial collocation; Vegetation
slop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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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九寨沟景区则查洼沟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
陈昆廷1，龚兴隆1, 2，陈晓清1，游勇1，郎介3
(1.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九寨沟管理局, 四
川 623402)
摘 要：则查洼沟的泥石流灾害活跃，2016 年 8 月 4 日暴发的泥石流破坏了景观资源，掩埋了景区栈道，堵塞了从诺日朗至长
海的唯一景区公路，导致交通中断，造成景区严重的财产损失，并对九寨沟景区的正常运营造成巨大影响。本研究为了厘清 2016
年 8 月 4 日的泥石流灾害特性及发生原因，进行现场调查，得出以下结论：（1）则查洼沟为一高频粘性泥石流沟，泥石流的规模
属于中小型；2016 年 8 月 4 日暴发的泥石流规模是近期最大的，为 20 年一遇。（2）2016 年的泥石流事件为拦砂坝溃决造成的，
拦砂坝溃决产生放大效应，导致泥石流造成九寨沟景区严重破坏。（3）单纯的拦砂坝工程不适用于风景区泥石流防治，为了减缓
溃坝泥石流的危害，应当考虑在泥石流堆积扇上修建停淤工程来进行综合治理。
关键词: 泥石流；则查洼沟；九寨沟景区

Case of debris flow disaster at Zechawa Gully, Jiuzhaigou Scenic Area, China in 2016
Kun-Ting Chen1, Xing-Long Gong1, 2, Xiao-Qing Chen1, Yong You1, Jie Lang3
(1. Key Laboratory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Jiuzhai Valley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Bureau, Sichuan, 623402, China)

Abstract：On August 4, 2016, a recent large-scale debris flow was triggered in Zechawa gully, Jiuzhaigou Scenic
Area, China, causing pedestrian walkways and the only scenic road to be buried and blocked. Based on detailed field
investig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wo check dams built in the gully were broken and lost their effectiveness. In addition,
two typical mud trace cross sections were surveyed at the downstream of the broken dams, its results suggested the
debris flow peak discharges were 33.29 m3 / s and 36.69m3 / s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milar to the possible
3

debris flow peak discharge ( 32.73 m / s ) in the 5% return period. However, the rainfall recorded by Zechawa
meteorological station was much lower than the rainfall in the 5% return period, which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he destructive debris flow event. Finally, dam-breaking peak discharges were reconstructed through
mechanical calculations, and the results were reasonable and consistent with debris flow peak discharges obtained by the
site surveying of transverse channel sections, which indicated the failures of check dam No.1 and No.2 have contributed
a considerable increase of the debris flow peak discharge, thereby causing the catastrophic damage on 4th August 2016.
Keywords: debris flow; Zechawa gully; Jiuzhaigou Scen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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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厚真町堰塞湖之形成與潰決潛勢分析
吳振佑[1] *
摘

要

林家興[1][2]

陳國威[1]

陳振宇[1]

統計結果顯示，不論是地震或降雨引致崩塌所形成的堰塞湖，約有 50%於形成後

10 日內潰決，故如何快速評估堰塞湖潰決後的衝擊與影響，係防災工作上的重要課題。本研究
嘗試使用免費的 HEC-RAS 水理模式的二維洪水演算模組，建立一套快速評估堰塞湖潰決後對
下游之衝擊與影響的標準作業程序，並以 2018 年 9 月 6 日日本北海道地震導致之厚真町堰塞
湖為案例，藉由水理數值模式，分析堰塞湖潰決之洪峰水流運動特性，包括潰壩時所產生之潰
決尖峰流量、洪水到達時間、河道溢淹情況等。透過不同壩高與潰壩延時之潰壞參數變動情境
模擬成果，可協助防災單位掌握相關風險，並據以劃定影響範圍及保全對象、研擬緊急避難計
畫，以及設定警戒發布時機等相關防災措施。

關鍵詞：堰塞湖潰壩、洪水演算、影響範圍、北海道地震。

The Formation and Dam Breach Analysis of Landslide Dam
Lake in Atsuma Town in Japan
Chen-Yu Wu[1]*

Chia-Hsing Lin[1][2]

Chen-Yu Chen[1]

Kuo-Wei Chen[1]

ABSTRACT
Many studies showed about 50% landslide dams will breach within 10 days,
whether they were induced by earthquake or rainfall. Therefore, how to assess the disaster impact after a landslide dam breach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disaster response works. This study used free
two-dimensional flood routing model of HEC-RAS model to establish a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or rapid assessing the impact on the downstream protecting targets after a landslide dam breach. The
landslide dam caused by Hokkaido earthquake in Atsuma Town in Japan on 6th September 2018 is a
case study in this research. A numerical model is selected to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dam breach and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oding wave, including the peak discharge, flooding arrival time, and
inundation area. The results presented the simulation of different landslide dam height and breach
duration to recognize disaster risks. Base on the results, the local government cannot only delimit the
inundated area and protect targets but also decide emergency evacuation plan and set early-warning
criterion.
Key Words : landslide dam breach, flood routing, impact areas, Hokkaido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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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eam, Soil &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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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Agri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Center Research Assistan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Hsinchu 300, Taiwan.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owen951753@mail.swc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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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極端降雨事件頻傳，導致大規模崩塌與複合型災害發生頻率增加 (Shieh et al., 2009; Shieh et al., 2010)，
其中部份大規模崩塌阻塞河道成為天然壩，並進一步形成堰塞湖，若發生堰塞湖潰壩將會導致嚴重的二次災害。
2018 年中國四川金沙江上游發生 2 次大規模崩塌並形成堰塞湖，之後壩體潰決所形成的洪水沖毀許多橋梁與村
落，疏散約 2 萬人；2004 年日本年新潟縣中越地震、2011 年 9 月紀伊半島豪雨災害，多處崩塌形成堰塞湖且第一
時間因天候不佳未能即時察覺，潰決後衍生許多重大災情，日本政府從這些災害處理經驗中認知到堰塞湖災害的
危險性與急迫性，並著手建立相關 SOP。台灣因地理條件特殊經常發生地震及颱風事件，時有大規模崩塌形成堰
塞湖，如 1999 年集集大地震時形成之草嶺與九份二山堰塞湖；2009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全台形成了十多處堰塞
湖 (陳昆廷，2010；陳樹群與許中立，2009)。
根據 Schuster & Costa (1986) 的統計，不論是地震或降雨崩塌引致的堰塞湖，約有 50%於形成後 10 日內潰決，
約有 80% 堰塞湖其形成時間約在半年內潰決，大約 85%於一年內潰決，僅 15%案例其存在時間超過一年。Costa,
J. E., and Schuster, R. L. (1988) 則以地形學之分類將堰塞湖分為六個類型，第 I 型為崩塌阻塞河道，但未到達對岸；
第 II 型為崩塌阻塞河道並到達對岸；第 III 型為崩塌阻塞河道並往上下游堆積；第 IV 型為兩側邊坡發生崩塌並阻
塞河道；第 V 型為崩塌分成兩股進入河道；第 VI 型為天然壩係由河底之破壞面昇起，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天然壩類型 (Costa, J. E., and Schuster, R. L., 1988)
Fig.1 Types of landslide dam (Costa, J. E., and Schuster, R. L., 1988)

一般而言，發現堰塞湖形成後，首要須先判定其穩定性，目前國內外針對堰塞湖穩定性緊急評估最常使用的
方法為無因次阻塞指標 (Dimensionless Blockage Index, DBI)。此法係由 Ermini and Casagli (2003) 所提出之經驗
式，其統計天然壩壩高、天然壩體積與堰塞湖集水面積並推演出其與壩體穩定性之關係，使用上非常簡便：當 DBI
<2.75 時壩體為穩定，當 DBI > 3.08 時則壩體為不穩定，當 DBI 介於 2.75 至 3.08 之間，則屬於兩者之間的過
渡範圍。
由於堰塞湖從形成到潰決期間，常受到諸多條件限制未必能於第一時間發現，且存在時間長短不確定，亦不
易取得崩塌後壩體材料與幾何資料；甚至在颱風豪雨事件中形成之堰塞湖，經常伴隨著大雨直接發生潰決，導致
大量土砂伴隨洪水沖至下游，形成河岸侵蝕、洪水溢淹、維生管道、設施損毀等情形，嚴重威脅下游聚落居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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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財產之安全。因此，如何在短時間內快速評估天然壩壩體是否穩定、堰塞湖對上下游保全對象的影響，甚至發
生潰決事件後對下游保全對象的衝擊，以擬定緊急疏散及避難對策等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日本在 2004 年新潟中越
地震時，成功處理崩塌所形成的堰塞湖避免二次災害的發生，並開始針對堰塞湖災害進行相關緊急應變策略之擬
訂，於 2011 年修訂土砂災害防止法，規定堰塞湖災害緊急調查條件與初步影響範圍分析方法(水野秀明等，2011)，
隔年紀伊半島豪雨透過 QUAD-L 模式之模擬成果，發布堰塞湖災害可能影響範圍資訊，提供縣市政府初步需要疏
散避難之區域(清水武志等，2012)。
由於天然壩之形成及其衍生之二次災害難以事前預測，故一旦發現後，其緊急應變計畫之研擬通常十分急迫。
因此，如何以短時間內調查所得資料，並在最快速的時間內評估、判斷災害潛勢並發布防災避難決策，值得不斷
探討與精進改善。對此，本研究期在建立一套災後可快速評估及預測堰塞湖潰決後各種可能情境之標準作業程序，
以及上游迴水區與下游潰決後之淹沒區之影響範圍與衝擊程度，其研究流程如圖 2 所示，並以 2018 年北海道地震
(Hokkaido Earthquake) 所造成之厚真町堰塞湖為研究案例並進行潰決模擬分析。
1.定義問題

2.研究材料
研究區域基本
資料蒐集

災害調查資料

堰塞湖位置

DEM資料

天然壩體尺寸

集水區範圍

保全對象位置
與堰塞湖距離

氣象資料

3.HEC-RAS 模式

不
通
過

劃定模擬範圍

運算網格大小

上、下游邊界
條件設定

天然壩體參數
設定

潰壩情境設計

運算誤差檢核
通過
4.成果與討論

不同天然壩高
情境比較

不同潰壩延時
情境比較

不同網格大小之
運算效率分析

5.結論

圖 2 研究流程圖
Fig.2 Flow chart of the stud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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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及方法
1. 北海道地震事件說明
2018 年 9 月 6 日凌晨 3 時 7 分北海道發生芮氏規模 6.7 地震，震央位於北緯 42.72 度，東經 142.0 度，震源深
度約 37km，屬西北-東南向之逆向斷層。依據日本氣象廳資料圖 3 顯示，最大震度發生在厚真町地區達 7 級，其
他城市如札幌、千歲、夕張、函館等分別為 5 至 6 級 (Yamagishi and Yamazaki, 2018;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2018)，
地震導致北海道地區多處發生崩塌，崩塌面積估計約為 13.4km2，創下從 1891 年紀錄以來日本崩塌面積最大的一
次地震。本次地震造成 42 人死亡、762 人受傷，日本緊急災害對策派遣隊(TEC-FORCE)成員出動 3,064 人次協助
本次災害的調查與各項技術支援，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土砂災害統計為 227 件，其中厚真町地區佔了 201 件，住
宅損壞統計全倒 462 棟、半倒超過 1500 棟，多處道路因地震而產生裂縫及高低落差，部分住宅區也發生土壤液化
之情形。

圖 3 北海道地震震度分布圖 (日本氣象廳)
Fig.3 Distribution of seismic intensity in Hokkaido earthquake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北海道地震造成多處坡地崩塌，許多崩塌土砂堆積於河道與排水路上，導致河道阻塞形成天然壩，其中
一處大規模崩塌位於厚真町厚真川上游的日高幌內川(如圖 4)：崩塌長度約 1km，崩塌面積約 50ha，崩塌土體
阻塞河道長約 850m，並形成高約 50m、最大寬度約 230m 之天然壩體，估計最大上游迴水長度可達約 2km。
由於該崩塌量體較大，無法在短時間內透過工程手段移除土體，第一時間防災人員先進行堰塞湖基礎資料調
查與緊急監視設備設置，日本國土交通省派遣之 TEC-FORCE 成員分別在天然壩上、下游設置水位監測設備，
當天然壩體上游蓄水高度上升時，或天然壩體下游滲水量增加時，能夠提早提供下游保全對象疏散避難相關
資訊。水位資料每日上網發布，提供民眾及相關防災人員目前水位高度，也透過 UAV 無人飛行載具空拍現場
狀況，並進行地質鑽探了解該崩塌區域地質型態，以利進行後續的挖降工程規劃。

圖 4 崩塌調查資料示意圖(日本國土地理院)
Fig.4 A schematic diagram of Landslide siz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uthority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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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區域基本資料
為了推估堰塞湖災害之可能災害潛勢範圍，本研究擬透過模式模擬天然壩體若發生潰決後對下游保全對象之
影響。首先需透過基礎資料蒐集及現場相關調查資料，提供模擬環境參數設定及模擬情境設計，其模擬所需基礎
資料包括數值高程模型(DEM)、當地氣象資料、上游與下游保全對象基本資料、天然壩體位置及其形狀相關資料。
本研究使用的DEM資料為美國太空總署Advanced Spaceborne Thermal Emission and Reflection Radiometer
(ASTER)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GDEM) Version 2 的免費公開資源，該DEM為 2011 年產製的 30m解析度
數值高程模型，分析研究區域之集水區資料如圖 5 所示，日高幌內川集水區總面積為 13.59km2，而天然壩上游集
水區面積為 8.29km2，平均坡度為 2.42%，天然壩下游至厚真川匯流處平均坡度為 0.62%，而厚真川模擬區域之河
道平均坡度約為 0.19%，相較於台灣的河川，該區域的河道坡度相對平緩，若發生潰壩導致之洪水將無法短時間
內順利排除。本研究蒐集厚真町氣象站紀錄自 1976 年至 2017 年的雨量資料，平均年降雨量為 997mm，每年最大
一小時降雨強度如圖 6 所示最大為 46 mm/hr，最小為 9 mm/hr，其平均為 22.85 mm/hr，日平均溫度約為 8 度，冬
天氣溫會低於 0 度，導致降雪及蓄水區域結冰之情形，而到春天融雪時可能會有大量水體補充至蓄水範圍內，或
是透過地下水至天然壩體下游滲出，可能會造成天然壩體滲流破壞。

圖 5 研究區域之集水區範圍
Fig.5 The catchment area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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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厚真町地區歷年最大一小時降雨強度
Fig.6 Maximum record of one-hour rainfall intensity every year in Atsuma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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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降低堰塞湖災害對於保全對象的影響，在確認堰塞湖位置後立即調查天然壩上游迴水範圍內及下游行水
區周邊保全對象之資料，本研究透過衛星影像初步確認該區域之建築物分布情形如圖 7，由於天然壩上游區域並
無發現相關建築物，所以假設無保全對象位於此區，而天然壩下游依照建築物分布及潰壩可能影響的範圍，選定
三處聚落作為災害可能影響之重點區域，並透過分析結果判斷影響範圍及其流速與水深。其中聚落 1 距離堰塞湖
約為 0.5km 約有 3 戶保全對象位於此處，聚落 2 距離堰塞湖約為 3.5km 且有逾 20 戶住宅於此，若堰塞湖潰壩洪水
衝擊此區域，恐將會造成嚴重的災害；而聚落 3 約有 8 戶保全對像，距離堰塞湖約為 5.5km。三個聚落離河道都
不到 50m，且河道斷面深度約 3m 至 5m，洪水來臨時容易溢淹至兩岸，對於兩岸保全對象將有致災的風險。

圖 7 研究區域之保全對象位置與堰塞湖之距離
Fig.7 Position of protected targets 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 landslide dam

3. 模式介紹及情境設計
本研究採用美國陸軍工兵團水文工程中心所開發之 HEC-RAS 模式河川分析系統，其提供一及二維河道水理
演算模式，包含定量流 (steady flow water surface profiles) 計算、變量流 (unsteady flow water surface profiles) 計算
及動床輸砂 (mobile bed sediment transport) 計算等三大項計算功能。
在定量流模組下，水理模式可分析模擬河川系統為單一河段或是網狀河川；另外，對於亞臨界及超臨界流況
或是兩者混合之流況均可模擬進行水理計算。在變量流模組下，水理模式則是可進行超臨界、亞臨界或是混合流
況之水理計算。輸砂/動床單元係用以模擬在中、長期內 (一般為數年，單場洪水事件亦適用) 河道沖淤變化所造
成之輸砂/動床演算。輸砂潛能係依照粒徑分配計算，因此可模擬水力篩選 (Hydraulic Sorting) 及護甲作用 (Armoring)。
HEC-RAS 5.0 以上的版本提供二維水理分析模組，並透過 Mapper 圖台功能，簡化基礎資料輸入步驟。其二維
運算模式可採用擴散波方程式(Diffusion wave equation)或是淺水波方程式(Shallow water equation)，並可以依照模
擬精度需求調整運算方法，再以二維水理演算透過有限體積法(Finite Volume Method, FVM)來解算結構及非結構化
網格。此外，二維的分析方法較適用於寬廣的洪水平原模擬、潰堤後的下游流況、複雜流況等情境，亦較能處理
匯流口水流交會、轉移之情形，但模型的整體大小與網格大小將會影響運算時間。
(1) 控制方程式
HEC-RAS 2D 變量流水理 (unsteady flow hydraulic) 控制方程式是藉由簡化納維-斯托克斯方程式 (Navier - Stokers equations) 而來，並假設流體為不可壓縮 (incompressible flow)、靜水壓力 (hydrostatic pressure)
及均勻密度 (uniform density) (Brunner and CEIWR-HEC, 2016a, 2016b)。
本節 HEC-RAS 2D 之控制方程式以淺水波方程式進行說明，其連續及動量方式程如下：

∂H ∂ ( hu ) ∂ ( hv )
+
+
+q =
0
∂t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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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H=h+z 為水位高，h 為水深，z 為底床高程，t 為時間，u 及 v 分別為 x 及 y 方向之流速分量，q 為
源項 (source / sink flux term)。

 ∂ 2u ∂ 2u 
∂u
∂u
∂u
∂H
+u
+v
=
−g
+ ν t  2 + 2  − c f u + fv
 ∂x
∂t
∂x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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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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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g為重力加速度，v t 為渦流黏滯係數，c f 為底床摩擦係數，f為科氏力參數。在動量方程式等號左邊
為對流加速度及局部加速度項，而在方程式等號右邊為水壓力項、渦流擴散項(eddy diffusion)、底床摩擦項
及科氏力項 (Brunner and CEIWR-HEC, 2016b)。
為了離散化 (discretize) 連續及動量方程式，藉由有限差分進行時間項離散化，另外對空間項則是使用
有限差分及有限體積的複合方式 (hybrid approximation) 進行離散化。
(2) 天然壩潰壩情境設置
本研究採用全區域透過二維水理網格建置模擬範圍如圖 8，以ASTER DEM為底圖，模擬總面積約為
25km2，設定模擬網格大小為 50m*50m進行自動化計算平均分布，考量地形關係及模擬範圍邊界，統計使用
的網格數為約為 28,775 個。在天然壩上游邊界，設置為 3 處入流起點，其入流量透過合理化公式計算，其
洪峰流量約為 40cms，出流終點處則為此天然壩集水區出口，設定其邊界條件為正常水深，且該區域平均坡
度 0.19%。由於無法快速取得該地區土地利用分區圖層，為加快模式計算速度及縮短成果取的時間，本研究
依手冊建議值，曼寧n值採用 0.04，作為洪水氾濫之行水區參考依據，天然壩體距離匯流進主流厚真川約
3.5km，模擬河道總長度自天然壩下游處起算至下游邊界條件約為 12km。

圖 8 研究區域之模式模擬範圍示意圖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model simulation area

以 HEC-RAS 2D 執行潰壩模擬時，需設定天然壩體位置形狀及潰壩時潰口等相關參數(如圖 9)；其中在
潰壩設定介面中有幾項重要的參數，目前潰壩模式能提供 2 種潰壞模式 (Failure mode) 為溢頂破壞和管湧破
壞，本研究採用最多歷史案例的溢頂破壞作為潰壩模式，而在天然壩形狀及潰口參數方面，除了現場調查
壩體高度外，另包含潰口堰流係數 (Breach Weir Coefficient )、潰壩延時 (Breach Formation Time)、啟動水位
(Starting WS)及最終壩體底部高程(Final Bottom Elevation)等相關設定。考量現場狀況之不確定性及防災評估
需求，本研究將透過影響潰壩結果最大的參數，壩體高度及潰壩延時進行不同情境之設計，並假設當堰塞
湖水體溢流過天然壩之後開始發生潰壩，潰壩最終將會刷深至原地表高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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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HEC-RAS 模式 2D 潰壩參數設定介面
Fig.9 The input interface of landslide dam breaking conditions for the HEC-RAS 2D model

為了能夠快速評估堰塞湖潰壩對下游保全對象的影響，以及考量到對於天然壩體組成材料的不確定
性，本研究將透過不同天然壩壩高情境及潰壩延時，探討堰塞湖上游迴水範圍以及潰壩後下游影響範圍，
再比較不同網格大小運算所需要的時間，並分析其水深、流速及洪水抵達時間等結果，模擬成果將能提供
防災應變之參考依據，表 1 整理本研究 10 種不同潰壩情境之參數設定。
表 1 潰壩情境參數整理
Table 1 Parameters of the landslide dam scenarios
NO.

壩高(m)

潰壩延時
(hr)

網格大小

曼寧 n 值

上游入流量
(cms)

Case1
Case2
Case3
Case4
Case5
Case6
Case7
Case8
Case9
Case10

10
20
30
40
50
50
50
50
50
50

1
1
1
1
1
0.5
3
6
1
1

50m*50m
50m*50m
50m*50m
50m*50m
50m*50m
50m*50m
50m*50m
50m*50m
25m*25m
100m*100m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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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與討論
1. 不同壩高情境之災害潛勢分析
由於災害第一時間天然壩組成材料未必可得知，且壩體強度難以推估，無法在短時間內推理預測其潰壩形式
及潰壩速率，故藉由不同壩體高度之設置，進行各種情境之潰決模擬分析，可以得知不同壩體高度所造成之上游
迴水長度、蓄水面積、蓄水體積和對下游區域影響範圍，如表 2 所示。當壩體高度為 10m時，其所造成之蓄水體
積約為 20 x 103 m3，迴水長度約為 230m，迴水面積約為 60 x 103 m2，潰壩影響範圍約為下游 0.5km，亦即包含聚
落 1；壩體高度為 20m時，蓄水體積約為 97 x 103 m3，迴水長度約為 840m，迴水面積約為 125 x 103 m2，潰壩影響
範圍落在聚落 1 與聚落 2 之間，洪水影響距離約為 2.2km；壩體高度為 30m時，蓄水體積約為 313 x 103 m3，迴水
長度約為 1km，迴水面積約為 320 x 103 m2，潰壩影響範圍擴大至聚落 2，潰壩影響距離較大幅升高至 4.2km；壩
體高度為 40m時，蓄水體積約為 734 x 103 m3，迴水長度約為 1.5km，迴水面積約為 495 x 103 m2，潰壩影響範圍擴
大至聚落 3，潰壩影響距為 4.7km；壩體高度為 50m時，蓄水體積約為 1271 x 103 m3，迴水長度約為 1.54km，迴
水面積約為 608 x 103 m2，潰壩影響範圍完全淹沒聚落 3，潰壩影響距為 5.5km。
表 2 不同壩高情境下之災害潛勢分析
Table 2 The results of scenarios with different landslide dam heights
No.

壩高(m)

Case1

10

1

Case2

20

1

洪水抵達保
全對象聚落

蓄水量(104m3)

0.5

聚落 1

2.2

聚落 1

潰壩延時(hr) 潰壩影響距離(km)

上游迴水面積
(103m2)

上游迴水長度(m)

20

60

230

97

125

840

Cass3

30

1

4.2

聚落 2

313

320

1300

Case4

40

1

4.7

聚落 2

734

495

1500

Case5

50

1

5.5

聚落 3

1271

608

1540

為了確定在不同天然壩體高度情境下對於保全對象的影響，針對模擬分析結果之洪水到達時間及各聚落淹水
最大深度與最快流速如表 3 所示，在天然壩體高度為 50m 之情境中，洪水在潰壩 20 分鐘後抵達聚落 1 並造成近
四層樓高的洪水與 11.9 m/s 之流速，根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混凝土最大容許流速為 6 m/s 而鋼筋混凝土則是 12
m/s，洪水將有可能對聚落 1 造成嚴重的破壞；而在潰壩發生後 31 分鐘抵達聚落 2，可能發生兩層樓高之洪水與
強力洪水之衝擊，隨後洪水的衝擊力開始下降並在 57 分鐘到達聚落 3，水深與流速數值已經大幅減少，顯示堰塞
湖潰壩的洪水主要影響最遠距離約在聚落 3 附近。在天然壩體高度 30m 及 40m 之情境中，潰壩洪水也會造成聚落
1 與聚落 2 嚴重之影響，且洪水抵達時間與天然壩體 50m 之情境相差不到 10 分鐘，而隨著天然壩體高度降低至
20m 以下，潰壩所導致的洪水僅影響聚落 1。
表 3 不同壩高情境之保全對象水理數值分析整理
Table 3 The protected targets hazard of scenarios with different landslide dam height
聚落 1
No.

洪水到達
時間
(min)

水深最大
值 (m)

Case1

52

Case2

24

Case3
Case4
Case5

聚落 2
最快流速
(m/s)

洪水到達
時間
(min)

水深最大
值 (m)

0.5

1.1

-

2.8

3.5

-

22

4.9

6.1

40

21

7.7

8.6

34

20

11.9

11.2

31

聚落 3
最快流速
(m/s)

洪水到達
時間
(min)

水深最大
值 (m)

最快流速
(m/s)

-

-

-

-

-

-

-

-

-

-

1.5

8.6

-

-

-

3.6

13.8

-

-

-

5.6

16.2

57

0.89

0.17

由於不同壩高可能造成上游迴水並導致聚落淹水其情境模擬，可應用 HEC-RAS 2D 分析工具模組，搭配線上
免費底圖及匯入自製圖層，輔助災害潛勢範圍分析。如圖 10 為不同壩體高度情境時上游迴水範圍，透過不同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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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快速分辨不同壩體高度情境之迴水可能影響的範圍；若上游有其他保全對住戶，將能夠及早透過水位監測，
提供相關防災避難資訊。此外，為了解堰塞湖水位-迴水面積-蓄水體積之關係，以作為後續防災監測上之應用評
估依據，本研究採用 ArcGIS 之空間分析模組估算高程-迴水面積-蓄水體積曲線，其結果如圖 11 所示，由天然壩
體高度配合 DEM 模型進行估算，得知當壩體高度超過 30m 時，蓄水體積將會呈線性的增高，而壩體高度在 20m
至 30m 蓄水面積擴大最快。

圖 10 不同壩高情境之上游迴水影響範圍
Fig.10 The return water area of scenarios with different landslide dam height

圖 11 堰塞湖水位-面積-體積曲線圖
Fig.11 The estimated elevation-area-volume curve of impounded lake

而從不同天然壩高情境成果中顯示，比較潰壩時洪水氾濫之主要區域，由圖 12 顯示當天然壩體高度為 50m
時，堰塞湖潰壩將會直接衝擊天然壩下游三個不同的聚落，並淹沒洪水行經區域造成嚴重的災害，而天然壩體高
度為 30m 及 40m 高度情境時，潰壩洪水主要影響的區域至聚落 2 的位置，並且衝擊厚真川主流，若天然壩體透過
工程手段挖降至 20m 以下，將能避免洪水衝擊影響至厚真川主流及聚落 2。以地圖的方式直接顯示不同潰壩情境
之影響，相較於經驗公式推估，其相關資訊更能方便於民眾溝通，並擬定相關疏散避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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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不同壩高情境之下游影響範圍
Fig.12 The inundated area of downstream in different landslide dam height scenarios

2. 不同潰壩延時之災害潛勢分析
現場調查結果天然壩高最高約為 50m，由於天然壩體的潰壩機制與其當下狀態、材料組成有許多影響因素，
對於實際可能發生潰壩延時難以精準推估，考量不同潰壩延時可能對下游之衝擊不同，本研究模擬在相同天然壩
壩體高度而不同潰壩延時之情境結果如表 4 所示。對下游河道沿岸所造成之衝擊，以 Case6 天然壩體高度 50m 及
潰壩延時 30 分鐘最為嚴重，其在壩體潰決後第 11 分鐘即抵達第一個聚落，其產生之河道最快流速約為 14 m/s，
第 19 分鐘後抵達第二個聚落，其最快流速約為 18.5 m/s，洪水將有可能嚴重衝擊其範圍內之構造物，第 39 分鐘
後抵達第三個聚落，其最快流速降至約 0.2 m/s，但其水深仍有 0.9 公尺。由於聚落 1 離堰塞湖距離近，在四個不
同潰壩延時情境中，皆會有致災性的洪水發生；聚落 2、聚落 3 隨著潰壩延時之增加，其四種潰決模擬分析之結
果皆顯示，到達時間、水深、流速及淹水面積等皆減緩，但仍具有危險性，隨著洪水抵達時間延長能夠增加疏散
避難的時間，降低造成居民傷亡的可能。
表 4 不同潰壩延時情境之保全對象水理數值分析整理
Table 4 The protected targets hazard of scenarios with different breach formation time
聚落 1
No.

洪水到達
時間
(min)

水深最大
值 (m)

Case5

20

Case6

11

Case7
Case8

聚落 2
最快流速
(m/s)

洪水到達
時間
(min)

水深最大
值 (m)

11.9

11.2

31

15.2

13.9

19

47

7.8

7.4

80

6

5.4

聚落 3
最快流速
(m/s)

洪水到達
時間
(min)

水深最大
值 (m)

最快流速
(m/s)

淹水面積
(km2)

5.6

16.2

57

0.89

0.17

5.7

6.8

18.6

39

0.92

0.17

5.9

69

3.8

12.2

121

0.87

0.16

5.4

116

2.9

9.8

206

0.86

0.16

5.1

從圖 13 中顯示當天然壩體高度為 50m 及潰壩延時為 30min 與 6hr 情境下最大水深分布，可以當作潰壩時洪
水經過的區域水深變化情形，並能顯示低漥地區可能因洪水發生嚴重淹水區域，當潰壩延時為 30min 時天然壩下
游日高幌內川流域中幾乎都有水深超過 10m 的情形，洪水將有可能淹沒河道兩岸的房屋與道路，而在聚落 2 與聚
落 3 區域的低窪處也會有較大的水深情形；當潰壩延時增加為 6hr 時堰塞湖潰壩淹水深度超過 10m 的區域減少，
主要影響天然壩下游較低漥地區，從此情境可以看到洪水匯入厚真川主流後，洪水淹沒區域在潰壩延時快速與緩
慢兩個情境中相似，因地形平緩並無明顯原始河道流路，導致該區域洪水以擴散形式滯留在該區域低窪處，天然
壩體快速與緩慢潰決皆會對下游帶來一定的衝擊，位於水深較大區域應提早規劃疏散避難機制，若發生堰塞湖快
霸將能降低致災區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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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圖 13 (a) Case6 潰壩最大水深分布圖 (b) Case8 潰壩最大水深分布圖
Fig.13 (a) Distribution of maximum depth for case6 (b) Distribution of maximum depth for case8

透過流速大小可以評估堰塞湖潰壩後，洪水對於構造物的衝擊情形與洪水波主要影響範圍，當流速超過一定
程度將有可能嚴重掏刷結構物甚至是直接沖毀。從圖 14 中顯示當天然壩體高度為 50m 時，潰壩延時為 30min 與
6hr 情境中最大流速分布，當堰塞湖在短時間內完全潰決後，潰壩引致的洪水對於日高幌內川將造成破壞性的衝
擊，由於流速在此區皆高於 6m/s 可能會直接沖毀該區域所有的混凝土構造物，而流速在洪水匯入厚真川主流後逐
漸降低。當堰塞湖潰壩延時拉長後，天然壩瞬時提供的流量下降，使得天然壩下游洪水流速明顯降低，只有零星
坡度較陡區域有較高流速分布，而潰壩對於保全對象的影響主要以淹水為主，而在此情境中由於洪水來的較慢，
能增加較多疏散避難之時間，若堰塞湖水位上升速度較快，除了投入抽水機降低水位外，應導入相關臨時工程避
免潰口快速擴大及相關導流工程減緩水流淘刷天然壩趨勢。

(a)

(b)
圖 14 (a) Case6 潰壩最快流速分布圖 (b) Case8 潰壩最快流速分布圖

Fig.14 (a) Distribution of maximum velocity for case6 (b) Distribution of maximum velocity for case8

降雨或堰塞湖潰壩引致的洪水災害，在洪水來臨時民眾若要自行疏散避難，必須考量到淹水深度及流速，避
免在移動時無法抵抗洪水衝擊而發生意外，其步行抵抗流速與水深考量身高之比較如圖 15 所示(小川芳也等，
2014)。在 HEC-RAS 模式當中，透過計算每一時刻流速及水深相乘之值，並顯示每一網格之最大值如圖 16，在 50m
壩高情境中，潰壩延時 30min 及 6hr 兩個情境中顯示，在洪水來臨時日高幌內川流域內不適合在道路上移動，應
在潰壩發生前提早離開該區域，而隨著洪水匯入厚真川主流區域後，潰壩延時較長之情境受到流速較低影響，黃、
紅色高危險區域也較少，透過同時考量水深及流速對於避難之可行性，凸顯堰塞湖潰壩災害主要影響區域，若災
害影響範圍較大，此項分析結果能夠做為災害潛勢區域避難分級劃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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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洪水來臨時民眾可步行避難之流速及水深範圍(小川芳也等，2014)
Fig.15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imitations with the flow velocity and depth/ height when people were
evacuating (Ogawa et al., 2014)

(a)

(b)
圖 16 (a) Case6 潰壩水深乘流速最大分布圖 (b) Case8 潰壩水深乘流速最大分布圖

Fig.16 (a) The maximum result of velocity times depth for case6 (b) The maximum result of velocity times
depth for case8

3. 不同網格大小之運算效率分析
由於堰塞湖災害各種不確定因素及致災的危險性，在發現崩塌形成的堰塞湖後須盡早提出緊急應變對策，如
何在短的時間內分析災害影響範圍是重要的課題，本研究嘗試比較此次堰塞湖潰壩模型，在不同運算網格精度情
境下，運算所需要花費的時間，由於每次災害事件蒐集災害現場資料與集水區基本資料所需時間不盡相同，若只
單純考量每一個模型運算所需要的時間比較如表 5 所示，若採用 50m*50m 的網格運算一個案例需要約一個半小
時，隨著網格大小增加 4 倍，運算所需要的時間增加約 3.5 倍，而天然壩體形狀設計會隨著網格大小變化反應地
形起伏真實程度，運算誤差也會隨著網格變小更能反應地形變化，而實際採用網格大小建議需考量每一個堰塞湖
災害規模與地形模型之精度來調整。
表 5 不同運算網格大小情境之比較
Table 5 Comparison of scenarios with different computing grid size
No.

網格大小

運算時間(hr)

天然壩體設計

運算誤差

Case5

50m*50m

1.5

普通

中

Case9

25m*25m

5.5

精細

小

Case10

100m*100m

0.5

簡略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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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崩塌形成天然壩堰塞湖由於存在時間不確定、崩塌料材組成強度較難估計、潰決時間無法預測、防災應變之
時效性，因此，其潰決一旦形成，將造成下游沿岸地區嚴重傷亡及財產損失。本研究依據文獻蒐集之資料，進行
堰塞湖潰決之洪水模擬分析，模擬之結果顯示：
(1)利用 HEC-RAS 2D 模式，可模擬堰塞湖潰壩後河道內隨時間變化之洪水水深、流速、洪水抵達時間與淹水
面積等影響範圍圖，透過衛星影像及模擬結果快速套疊分析結果，並且進一步評估不同潰壩情境之衝擊評估以做
為未來相關單位研究與避難之參考。
(2)不同壩體高度所造成之堰塞湖迴水面積與蓄水量積截然不同，隨著壩體高度增加，其迴水長度越往上游發
展，且蓄水深度超過 30m 時，蓄水體積將會大幅增加，因此，上游地區如有保全住戶受到蓄水範圍之影響，應通
知居民注意疏散避難訊息。
(3)經由模式中天然壩潰決模擬，其流速及水深分布圖成果顯示，不同壩體高度情境潰壩所造成下游影響範圍
亦不相同，在降低受影響範圍考量下，建議將壩體潰口高度逐漸下降，以降低壩體後方蓄水體積，更可將潰決之
衝擊逐漸減小，若能將壩體高度降低至 20m 以下，將能避免厚真川主流區域之保全對象受到影響。
(4)在不同潰壩延時情境中，當潰壩延時越小，其所造成之擊衝越大，因此，需在天然壩形成之時，緊急設置
雨量、水位及流量等觀測儀器，以作為監測警戒之用，其不同潰壩延時情境之洪水抵達時間也能作為應變計畫之
疏散避難時間之參考，當集水區發生大量降雨造成水位急劇上升達到警戒水位時，應當立即執行緊急應變計劃，
進行疏散避難。
(5)透過堰塞湖潰壩模擬隨時間流速及水深相乘最大之成果，提供影響範圍內主要受災區域範圍，並且評估保
全對象需要提早撤離之區域，以及能夠自行抵抗較小洪水衝擊來避難的地區，在洪水災害影響範圍較大時，能夠
提供疏散避難緊急程度之參考。
(6)由於堰塞湖災害有防救災之時效性，必須盡早提供防災應變策略計畫，建議分階段以不同精度之 DEM 以
及運算網格大小來模擬災害影響範圍，透過經驗公式與模式模擬組合來提升防災應變之效率。
採用 HEC-RAS 2D 二維水理模式，有效分析潰決洪峰水流之運動特性。對於緊急評估分析下游保全住戶之影
響，其可快速計算並評估潰壩時所產生之潰決洪峰流量、洪水到達時間、河道溢淹情況等模擬成果。另外可避免
當天然壩穩定性未明情況下，進行現場調查作業之危險，降低衍生之現勘人員傷亡的風險，在颱風豪雨期間，災
害應變中心於災情研判與決策分析上有直接助益。未來透過不斷精進的基礎資料建置與管理，將能在第一時間取
得災害區域大範圍之基本重要資料，能夠提升緊急應變決策之效率，而隨著災害規模提升和複合性災害之衝擊，
應及早透過不同情境之假設及模式模擬來規劃實際應變之相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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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土壤类型堆积体坡面侵蚀过程比较研究1
陈卓1，高照良1,2※，李永红2，牛耀彬1,2，赵晶3，张恒1，苏媛2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712100，杨凌；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712100，杨凌；3. 生态环
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100012，北京)
摘要：为探究土壤质地对工程堆积体坡面侵蚀泥沙搬运的影响，选取构筑堆积体的 2 种扰动土壤，设定 4 个放水梯度（8、
12、16、20 L/min）在 32°条件下进行野外冲刷试验。结果表明：2 种坡面产流产沙率均随冲刷延时呈“多峰多谷”变化；
较风沙土堆积体，红壤堆积体产流产沙率均随流量增加上升速率较缓；流量 20 L/min时，重力在风沙土堆积体坡面侵蚀中发
挥主导作用；各放水梯度下 2 种堆积体坡面累积产沙量与累积径流量均呈极显著线性关系（P < 0.01，R 2 > 0.99）；随流量
增大，搬运泥沙颗粒组成均逐渐接近原状土，风沙土坡面径流搬运泥沙颗粒以砂粒为主（> 60%），红壤坡面径流搬运泥沙
颗粒各组分比例相对均匀（各组分含量在 24%～41%间变化）。该研究可为不同质地堆积体坡面水土流失防控措施配置提供
理论依据。
关键词：红壤；风沙土；土壤侵蚀；工程堆积体；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S15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Comparative study of sediment particle transport on steep slope of
engineering accumulation with different soil texture
※

CHEN Zhuo1, GAO Zhaoliang1,2 , LI Yonghong2, NIU Yaobin1, ZHAO Jing3, ZHANG Heng1, SU Yuan2
(1.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712100, Yangling, China; 2.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712100, Yangling, China; 3. Apprais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ngineering，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100012,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ed to construct deposit of 2 kinds of disturbed soil, red and aeolian sandy soil, 8, 12, 16
and 20 L/min 4 flow gradi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32°field scouring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flow yield and sediment yield of the two types of accumulation slopes showed a "multi-peak
and multi-valley" change process with time the of flow yield. 2) Compared with aeolian sandy soil accumulation,
the rate of sediment yield on the slope of red soil accumulation increases slowly with the discharge flow rate.
When the discharge flow rate was 20 L/min, the gravity factor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slope erosion of aeolian
sandy soil accumulation. 3) The cumulative sediment yield of the two types of engineering accumu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cumulative runoff, w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linear function (P < 0.01, R2 >
0.99). 4)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charge rate, the proportion of sediment particles transported on the slope of the
accumulation was close to the original soil. The main erosion sediment particles of Aeolian sandy soil erosion was
sand grains（>60%）, the proportion of transportation of red soil particles was relatively uniform（the sediment
transport contents range from 24% to 41% for each particle size）. The difference in slope erosion of different
accumul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il texture.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llo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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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soil erosion on slopes of different soil types.
Key words: red soil; aeolian sandy soil; soil erosion; engineering accumulation; comparative study

1 研究背景
工程堆积体作为生产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微地貌形态的弃土弃渣体，是由高填深挖、掘进、爆
破等行为产生的土、砂、石及土壤母质等组成的混合物 [1]。堆积体表面松散、物质组成不均、土壤结构遭
到破坏，且边坡坡度陡、高度大 [2]。独特的形态结构特征决定了工程堆积体极易产生强烈的水土流失。近
年来，随生产建设项目数量和规模的大幅度提升，工程堆积体数量也显著上升，由此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
愈加严重。据调查，“十一五”期间全国开发建设项目扰动地表面积达 6.16 万km2，产生弃土弃渣 100 多
亿吨[3]，为水土流失储备了大量物质源，使生态环境压力骤升，下游水源和行洪安全遭到威胁。
坡面是土壤侵蚀研究的基本单元，其土壤颗粒的搬运、沉积机制一直是土壤侵蚀研究的前沿 [4]，不同
土壤颗粒的搬运机制存在较大差异。相关研究表明 [5]坡面侵蚀以溅蚀为主时，搬运颗粒多为粘粒；以片蚀
和细沟侵蚀为主时，搬运颗粒多为粉沙粒；以沟蚀为主时，搬运则多为沙粒。不同土壤质地间的侵蚀规律
共性与差异并存。孙丽丽等[6]认为雨强与紫色土坡面产流产沙呈极显著正相关，雨强越大，紫色土坡面土
壤侵蚀率越大；王凯等 [7]在黄壤坡面侵蚀中得到土壤分离速率与流量、径流剪切力等多个水动力学参数都
呈正相关关系，采用水流功率估算土壤分离速率则更为精确；李桂芳 [8]认为黑土坡面降雨侵蚀动力条件下
坡面侵蚀量与径流剪切力、径流功率间无显著的线性关系，而与径流流速极显著正相关；Walker等[9]发现
降雨侵蚀下非粘性砂土坡面的产沙速率是同等径流条件下的 5 倍左右。
尽管已有研究在泥沙颗粒运移特点、
侵蚀产流产沙规律等方面均做出了极为详细的探究，但其研究多聚焦于自然坡面或坡耕地，而工程堆积体
作为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土体形成的独特微地貌地形，边坡高陡，侵蚀过程与低缓自然坡面和扰动轻微的坡
耕地差异较大。当前对不同土壤质地下工程堆积体坡面侵蚀过程的研究刚刚起步，其侵蚀过程间的异同尚
不清楚，亟需开展以阐明不同土壤质地坡面侵蚀的内在机理为核心的有关研究，为合理配置防控措施提供
科学指导。
本文选取我国南北方典型土壤[10-11]—红壤和风沙土，通过野外模拟径流冲刷试验，探究不同放水流量
下红壤和风沙土堆积体坡面的产流产沙过程和侵蚀泥沙搬运之间的规律，揭示土壤质地和堆积体坡面产流
产沙的内在联系，阐明土壤质地与堆积体坡面泥沙搬运的关系，以期能揭示工程堆积体坡面侵蚀机理，为
构建坡面侵蚀预报模型、合理配置水土保持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红壤采自江西省新建县境内“枫生高速”建设形成的工程堆积体，容重 1.30g/cm3，含水量
21.03%；风沙土采自陕西省靖边县境内“榆靖高速”高速公路建设形成的工程堆积体，容重 1.29g/cm3，
含水量 10.71%。红壤、风沙土机械组成见表 1。
表1

试验土壤机械组成

粘粒

粉粒

砂粒

(< 0.002 mm)

(0.002～0.02 mm)

(0.02～2 mm)

红壤

30.33％

29.40％

40.27％

风沙土

9.94％

16.52％

73.54％

土壤

40

2.2 试验方法
试 验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水 利 部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所 杨 凌 水 土 保 持 野 外 科 学 试 验 站 （ 107°59′36.12″E ，
34°19′24.84″N）进行。将采集的红壤和风沙土自然风干，过 10 mm筛，去除杂草和砂砾，采用分层碾压、
散乱堆置的方式均匀填入试验小区。结合已有研究和野外调查成果 [12-13]，确定试验小区规格为 8 × 1 m，
覆土厚度 0.5 m，坡度为 32°。根据试验区暴雨发生频率及试验站径流小区观测资料推算，设定本试验放
水流量梯度为：8 L/min、12 L/min、16 L/min、20 L/min，其对应的降雨强度分别为：1.0 mm/min、1.5 mm/min、
2.0 mm/min、2.5 mm/min，率定误差不超过 5%，设计放水时间为 45 min。试验前一天，在土壤表面均匀
洒水至水分饱和但不产流，确保每次试验前期土壤含水量基本一致、消除地表处理的差异性[14]。试验结束
后对坡面土壤进行翻晒、填平、压实。放水装置包括储水桶、流量调节阀、恒压桶、稳流槽等，用恒压桶、
稳流槽、水阀等保持放水流量恒定。放水装置见图 1。

1.储水桶 2.流量调节阀

3.恒压桶 4.流量计 5.溢流槽

图1

6.试验小区 7.集流桶

放水装置示意图

试验小区按每隔 2m分为 4 个断面，试验前用环刀取断面表层土（0～20 cm）测定初始土壤容重和含
水率（土壤容重介于 1.22～1.48 g/cm3，含水率介于 15.20～17.86%）。自径流小区出口有稳定出流后开始
计时，前 3 min每 1 min测定 1 次断面稳定流速、水深、接取泥沙样品 1000 ml，此后每 3 min测定 1 次，共
计 15 次。试验水温由温度计测得；坡面流速水流电解质薄层水流测定仪（JZ-NB1710）结合高锰酸钾染色
示踪法 [15]测得。试验中所涉及坡面长度均为投影长度。
2.3 数据分析
1）产流率（V q ，m3/m2·s）：单位时间单位面积的产流量，计算公式为
Vq = Q / bLT

（1）

3

式中：Q—T时间内的径流量（m ）；T —观测时长（s）；b—过水断面宽度（m）；L—试验小区坡长
（m）。
2）产沙率（S v ，g/m2·s）：单位时间单位面积的产沙量，计算公式为

Sv = G / bLT

（2）

式中：G—T 时间内的泥沙质量（g），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3）土壤剥蚀率（D r ，kg/m2·s）：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径流携带的泥沙质量，计算公式为

Dr =M / bLT
式中，M—T 时段内的产沙量（kg），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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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富集率（ER）[16]：表述土壤流失过程中泥沙颗粒的富集现象。

ER = D / N

（4）

式中，D—侵蚀泥沙颗粒含量，N—原状土颗粒含量。
泥沙样品采用烘干法处理，颗粒组成利用 Malvern Mastersizer 2000 型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
Slattery and Burt[17]的研究发现未经分散处理的泥沙样品更能反映泥沙侵蚀的运移过程。故对所得泥沙
样品不经分散处理进行土壤机械组成分析，利用MS-2000 激光粒度仪测定泥沙样品机械组成。采用国际制
土壤质地分级标准，划分为粘粒（<0.002 mm）、粉粒（0.02～0.002 mm）和砂粒（2～0.02 mm）。

3 结果及分析
3.1 堆积体坡面土壤侵蚀过程
3.1.1 堆积体坡面产流特征 试验自坡面径流收集口有稳定出流时开始计时，不同流量下红土和风沙土坡面
产流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2，具体特点如下：
不同流量下，两种坡面产流率变化趋势整体一致，表现为随时间延续小幅波动增大。坡面产流开始 3
min 后，产流率出现大幅度跳跃式增长，9min～45min 间增长幅度相对稳定。红壤和风沙土坡面产流率基
本稳定在 5～20 L/min 间。放水流量 20 L/min 时产流率的波动性最大，坡面径流随流量增大紊动性增强，
产流率波动相应越剧烈。
红壤产流率最小为 1.73 L/min，最大为 20.07 L/min；风沙土产流率最小为 2.85 L/min，
最大为 22.95 L/min。
对比红壤和风沙土坡面的产流过程，放水流量从 8 L/min 增加至 12 L/min、16 L/min、20 L/min，每阶
段对应的产流率与 8 L/min，红壤平均增加了 101.62%、157.01%、249.66%；风沙土平均增加了 74.19%、
33.49%、200.48%。随放水流量增加，红壤坡面产流率增幅稳定，而风沙土坡面产流率相对波动很大，最
大增幅达 4.22 倍。对于风沙土坡面来说，流量 20 L/min 时，细沟侵蚀发育迅速，在水力和重力作用共同
影响下局部出现沟头坍塌的现象，产流率明显大于另外三种流量。这可能是因为此时重力作用超过了水力
（a.红壤 ）

25

（b.风沙土）

8 L/min

12 L/min

16 L/min

20 L/min

25

12 L/min

16 L/min

20 L/min

20
产流率/L.min-1

产流率/L.min-1

20

8 L/min

15
10
5

15
10
5

0

0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45

0

时间/min

图2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45
时间/min

不同流量下红壤、风沙土坡面产流图

作用，重力对坡面侵蚀产生的影响成为主导因素。一定范围内，风沙土坡面水分入渗率略小于红壤坡面，
试验中表现为 8～16 L/min 放水流量时，红壤坡面的产流率都稍大于风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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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堆积体坡面产沙特征 径流对坡面泥沙搬运能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坡面产沙率的量化来反映，不同放水
流量下红壤和风沙土堆积体坡面产沙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图 3 表示，结合图 2 可知，红壤和风沙土
坡面产沙率的变化特征与产流率关系密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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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流量下红壤、风沙土坡面产沙图

试验条件下，随放水时间延续，两种质地坡面产沙率整体处于一种波动变化状态，表现出“多峰多谷”
的特点。径流冲刷是泥沙搬运的动力条件，产沙率与产流率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呈现为随时间延续波动
性减小，随流量增大跳跃点增多。
对比两种质地坡面的产沙过程，放水流量从 8 L/min 增加至 12 L/min、16 L/min、20 L/min，每阶段对
应的产沙率与 8 L/min 相比，红壤平均增加了 186.95%、281.58%、439.39%；风沙土平均增加了 96.57%、
72.30%、509.12%。两种质地坡面产流率最终稳定值有所不同，，风沙土产沙率集中于 1.08～6.17 kg/min，
红壤则略显分散，在 1.72～9.49 kg/min 范围内变化。，风沙土产沙率多集中于 1.08～6.17 kg/min，红壤则
略显分散，多在 1.72～9.49 kg/min 范围内变化。除重力作用明显的 20 L/min 流量外，两种质地坡面产沙率
的变化趋势均相对稳定。放水流量 20 L/min 时，风沙土坡面产沙率明显大于红壤，而产流率只是略大于红
壤（图 2），表明径流在搬运风沙土颗粒时受到的抵抗力小，风沙土抗蚀性差。
3.1.3 堆积体坡面水沙关系 比较两种质地坡面的产流、产沙曲线（图 2、图 3）可看出：产沙率变化趋势
与产流率基本一致，且较产流率波动稍剧烈。产流是产沙的前提，坡面径流的产生为土壤侵蚀提供了动力
条件，径流量越大，产生的土壤剥蚀力越大，土粒更易被水流所搬运，从而造成坡面泥沙的输移。放水流
量越大，径流动力越强，产流产沙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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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流量下红壤、风沙土累积水沙关系拟合图
表2

不同流量下累积水沙拟合结果表

-1

流量/(L.min )

拟合公式

相关系数/(R2)

红壤

8

y=0.38x-0.60

1.00 * *

红壤

12

y=0.44x-1.23

1.00 * *

红壤

16

y=0.43x-4.71

1.00 * *

红壤

20

y=0.42x+7.47

1.00 * *

风沙土

8

y=0.40x+4.00

0.99 * *

风沙土

12

y=0.38x-1.80

1.00 * *

风沙土

16

y=0.43x-3.27

1.00 * *

风沙土

20

y=0.48x+12.71

1.00 * *

土壤

注：y 为累计产沙量；x 为累计产流量；* *表示 0.01 水平显著相关。

对两种质地坡面的累积产流量与累积产沙率进行拟合得表 2 和图 4，可以看出，累积产沙量随累积产
流量的增加而增加，二者表现为极显著的线性关系（P < 0.01、R2 > 0.99）。综合比较图 2～4 可以看出，
流量 20 L/min时，风沙土的坡面水沙关系差异明显，放水初期风沙土产流产沙率激增，明显大于另外三种
流量，也大幅度大于红壤坡面。之前分析了这种原因可能是随着放水流量的增加，风沙土对重力因素的敏
感程度强于红壤。
3.2 工程堆积体坡面侵蚀土壤剥蚀率变化特征
土壤剥蚀作用是指由侵蚀动力引起的土壤颗粒从母质由团聚体的自然状态被剥蚀的过程[18]，绘制红壤
和风沙土堆积体坡面土壤剥蚀率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5）。红壤土壤剥蚀率在 0.01～0.32 kg/(m2·s)之间，
风沙土土壤剥蚀率在 0.00～0.22 kg/(m2·s)之间。红壤坡面土壤剥蚀率的变化存在突变期（18～45 min），
波峰出现次数频繁，风沙土坡面土壤剥蚀率变化比较平稳，20 L/min对应的剥蚀率整体大于另外三种流量。
结合图 3、图 5 可以看出，坡面剥蚀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与产沙率几乎一致，红壤坡面土壤剥蚀率整
体上比风沙土大，且除了可能受重力因子影响的 20 L/min 流量外，红壤坡面的产沙率都比风沙土稍大，说
明土壤剥蚀率在一定程度上与坡面产沙直接相关。土壤剥蚀率波动变化的现象可以解释为：产流前 6 min，
坡面侵蚀受径流流态影响，主要以面蚀、片蚀为主，土壤剥蚀率比较小；径流发育为细沟流时，剥蚀率开
始增大；随细沟侵蚀的发育，径流含沙量不断增多，剥蚀能力相应减小，剥蚀能力变小反过来又会造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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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流量下红壤、风沙土坡面土壤剥蚀率变化图

沙量减少，这样的“往复作用”就导致了土壤剥蚀率的波动现象。流量 20 L/min 时，两质地坡面剥蚀率差
值不是很大，而风沙土坡面的产沙却明显大于红壤，表明红壤坡面泥沙颗粒在搬运过程中更容易沉积。20
L/min 是否为重力因子起主导作用的临界放水流量还需要后续试验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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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程堆积体坡面侵蚀泥沙颗粒特性
坡面侵蚀过程中，泥沙搬运特性不仅与径流水动力学因素有关，还与泥沙自身性质有关

[19]

。由于流

量 20 L/min时，重力因子对坡面侵蚀的影响开始显现，为分析影响因素一致时的侵蚀泥沙颗粒组成特性，
本文选取重力因子影响还未显现的 8 L/min、12 L/min、16 L/min放水流量进行室内粒径分析。
3.3.1 各级泥沙颗粒含量变化规律 红壤坡面原状土及侵蚀泥沙颗粒变化规律如图 6a 所示。原状土各粒径
含量分别为：<0.002 mm 占 30.33%，0.002～0.02 mm 占 29.40%，0.02～2 mm 占 40.26%。当放水流量从
8L/min 增加至 12L/min、16L/min 时，<0.002 mm 和 0.002～0.02 mm 侵蚀颗粒含量呈梯度减少，0.02～2 mm
则增多。径流冲刷状况下，<0.002 mm 的粘性颗粒含量最多，冲刷难度小；0.02～2 mm 的砂粒含量最少，
冲刷难度最大。各侵蚀泥沙颗粒含量随放水流量增大不断与红壤原状土的颗粒组成相近。
风沙土坡面原状土及侵蚀泥沙颗粒变化规律如图 6b 所示。原状土各粒径含量分别为：<0.002 mm 占
9.94%，
0.002～0.02 mm 占 16.52%，
0.02～2 mm 占 73.54%。当放水流量从 8 L/min 增加至 12 L/min、16 L/min
时，各侵蚀泥沙颗粒含量变化趋势与红壤相似。由于风沙土自身质地的原因，径流冲刷下侵蚀泥沙不同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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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流量下红壤和风沙土坡面原状土及侵蚀泥沙颗粒含量图

粒百分含量差异很大，0.02～2 mm 的砂粒含量最多，并且随着放水流量的增大各侵蚀泥沙颗粒含量不断向
原状土靠拢。
综上，8～16L/min 放水流量下：粘粒搬运难度小，砂粒搬运难度大。红壤坡面粘粒搬运含量大于风沙
土，砂粒搬运含量小于风沙土，这种趋势随流量增大而逐渐减小；坡面被搬运泥沙颗粒比例随放水流量增
大不断接近原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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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各级泥沙颗粒富集率变化规律 泥沙富集率是用来表述土壤流失过程中泥沙颗粒的富集现象的一个
概念。富集率ER > 1 时，表示某一粒级侵蚀泥沙颗粒含量大于原状土发生富集；富集率ER < 1 时表示某一
粒级侵蚀泥沙颗粒含量小于原状土发生分散[20]。由侵蚀泥沙颗粒含量与原状土颗粒含量之比计算得到不同
粒径的侵蚀泥沙颗粒富集率（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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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流量下红壤和风沙土富集率的分布情况

放水流量 8、12、16 L/min时，红壤坡面泥沙搬运过程中各颗粒富集率分别为：粘粒 1.33、1.25、1.17，
粉粒 1.20、1.12、1.11，砂粒 0.60、0.72、0.79。粘粒和粉粒富集率ER > 1、砂粒ER < 1，表明红壤侵蚀泥
沙颗粒的富集主要以粘粒、粉粒为主，径流冲刷时细颗粒更易被搬运发生富集。风沙土坡面侵蚀过程中各
颗粒富集率分别为：粘粒 1.43、1.11、0.97，粉粒 1.33、1.12、1.04，砂粒 0.87、0.96、1.00。流量 16 L/min
时风沙土坡面搬运泥沙颗粒含量区别于红壤，粘、粉、砂粒富集率都趋于 1，接近原状土的颗粒组成。不
同流量下两种扰动土壤搬运泥沙颗粒规律大体上呈现一致，表现为随流量增大侵蚀泥沙含量逐渐与原状土
组成相似，这也与Asadi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
放水流量较小时粘粒、粉粒易被径流搬运发生富集

[22]

，流量超出一定界限后粘粒、粉粒开始分散，

砂粒发生富集（本试验 8~16 L/min粘粒、粉粒富集率递减，砂粒富集率递增），侵蚀泥沙颗粒有逐渐变粗
的趋势。相对于原始土壤颗粒而言，随着径流增大，大粒径的侵蚀泥沙颗粒逐渐增加，小粒径减少，到达
稳定状态后侵蚀泥沙颗粒组成则与原始土壤颗粒组成相似。

4 讨论
工程堆积体结构松散不稳定，土体抗蚀性差，在降雨或径流作用下会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径流冲刷
是泥沙搬运的动力条件，放水初期坡面径流为分散的不稳定细小股流，坡面侵蚀以面蚀为主，搬运的土壤
颗粒为坡面表层松散的浮土，产流产沙率很小；一定时间后细小股流开始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较大股流，
土壤颗粒受到的径流驱动力稳定而持久，细沟不断发育，坡面径流逐渐转变为细沟流，且伴随着跌坎的出
现产流率波动增大，进而溯源侵蚀发育，使得产流产沙率变化剧烈，两种坡面的产流产沙变化规律与李德
利等

[23]

在降雨条件下对裸坡侵蚀研究得到的结论相符。除了水力因素外，重力因素也是导致产流产沙量

增大主要因素。本试验条件下，重力因子和水力因子对红壤坡面的产流产沙影响差异性较小，而风沙土坡
面重力和水力因子的主导作用不稳定。放水流量达到 20L/min时重力因子对风沙土产流产沙起主导作用。
对比红壤和风沙土的产流产沙特征，发现二者变化趋势相似，这可能是红壤和风沙土有很大部分风成土的
原因 [24]，这与韩鹏等 [25]所认为的“侵蚀动力不同是造成径流含沙量差别的主要原因，大流量下坡面径流

46

含沙量主要受重力因子影响”研究结论相似。两种质地堆积体坡面累积产沙量与累积径流量存在显著的线
性关系，这也张乐涛等 [26]对模拟径流条件下工程堆积体陡坡土壤侵蚀过程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
质地是造成土壤侵蚀差异的主要内因 [27]。试验条件下（放水流量 8～16 L/min），搬运泥沙颗粒各粒
径含量与原状土颗粒组成关系密切，流量越大侵蚀泥沙颗粒组成越接近原状土，且粘、粉、砂粒富集率越
接近 1。红壤质地为粘土或壤粘土，<0.002 mm的粘粒含量占 21%～42%[28]，渗透性差，容易产生径流。
风沙土土壤矿质部分 80～90%以上由 0.25～0.05 mm的细砂颗粒组成，粘粒含量很少 [29]，土壤入渗率较强，
不易被侵蚀。因此，研究坡面侵蚀中被搬运泥沙颗粒的组成状况可以揭示侵蚀泥沙运移机制的内在规律，
对生产建设项目中工程堆积体的生态恢复与重建有重要指导意义 [30]。
在坡度、坡长等因素一致的情况下，降雨量增加，红壤和风沙土堆积体坡面侵蚀要注意重力因素对堆
积体坡面侵蚀的影响。生产实践中可以通过实施相应的坡面防护措施规避重力因素对坡面的损毁。从构筑
堆积体坡面质地的视角出发，开展对于坡面泥沙颗粒的运移机制研究，对于其他质地工程堆积体坡面侵蚀
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于本试验野外模拟径流冲刷受到野外条件的限制，试验小区坡度单一、土壤质
地单一（土石比），下一步将通过改进放水装置、增设不同坡度及土石比坡面，深入探究工程堆积体的侵
蚀机理及相应的减流减沙措施，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提供借鉴。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室外径流冲刷试验，研究了红壤和风沙土工程堆积体坡面侵蚀泥沙的搬运过程，得到主要
结论如下：
1）红壤和风沙土坡面产流产沙率随时间变化，在相对恒定范围内波动，具有“多峰多谷”的特点。
试验开始 3 min 内，二者产流产沙量都出现大幅度增长，3min 后，波动逐渐减小，产流产沙量趋于稳定。
2）随放水流量增加，红壤和风沙土产流、产沙率都有所增加，且红壤坡面产流率、产沙率的变化更
稳定。当放水流量为 20L/min 时，重力在风沙土堆积体坡面侵蚀中起主导作用。
3）红壤和风沙土坡面产沙率的变化趋势与产流率基本一致，产流量越大，土壤剥蚀力越大，坡面土
壤颗粒更易被搬运。累积产沙量与累积径流量表现出极显著的线性关系（P < 0.01，R2 > 0.99），累积产沙
量随着累积径流量的增加而增加。
4）从土壤质地角度来说，红壤粘粒多易富集，渗透性差，易产生径流；风沙土砂粒含量多，土壤抗
蚀性差，更易被侵蚀。放水流量较小时，搬运泥沙颗粒以粘粒为主，且随流量的增大搬运比例减小；搬运
泥沙颗粒随放水流量增大逐渐接近其原状土组成，风沙土搬运以砂粒为主（> 60%），红壤颗粒搬运比例
相对均匀（各组分含量在 24%～41%间变化）。不同堆积体坡面侵蚀差异与土壤质地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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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陡岩石邊坡破壞型態及土砂移動現象之探討
邱雅筑[1]*
摘

要

王泰典[2]

岩石邊坡崩塌現象與邊坡之材料組成和弱面分布相關。由岩石材料與弱面構成之岩體破壞

時，夾帶表層土壤連動向下游運移，係土砂生產的源頭。高陡岩石邊坡之調查因地形限制，向來具有
關鍵位置不容易抵達、調查範圍不容易觸及全貌，以及調查結果代表性不容易驗證等挑戰，過去通常
極難獲得邊坡的全面資訊。本研究利用無人飛行載具搭配衛星定位系統與導線測量等技術，對台灣東
部某平均坡度約 70-80 度之片麻岩邊坡，建立某次崩塌事件前後的高精度地形，前後解析度分別為每
像素 15 mm及 34 mm，再投影誤差 33 mm與 22 mm。所建立的三維模型精細度可以清楚辨識出
坡面上岩塊大小，與現場調查結果比對後亦驗證無人飛行載具建立之三維地表模型內測得之弱面位態
相符。該次小規模崩塌事件發生在 2017 年至 2018 年之間，總崩塌量體超過 13 m3，發生於原坡面
於 2016 年底崩塌後裸露的 0.28 公頃區域的南側上緣。

關鍵詞：岩石邊坡、崩塌地、土砂移動。

Research on failure patterns and related soil erosion
of a steep rock slope
Ya-Chu Chiu[1]* Tai-Tien Wang[2]
ABSTRACT Landslide on rock slope is primarily related to its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discontinuity distribution. Composed with intact rock and discontinuities, rock mass
moves downward carrying the surface soil when failure, producing the source of soil debris.
However, the investigation of steep slopes has always been challenging because one can
seldom reach the crucial locations to slope failure, therefore the extent of manual
investigation hardly covers the whole extent, and the validity of investigation results are
also not easy to prove. In the aid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nd traverse survey,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high precision digital surface models (DSM)
before and after a collapse of a gneiss slope with average slope of 70-80 degree, which is
located in eastern Taiwan. The resolution of the two models are 15 mm and 34 mm per pixel,
and re-projection errors are 33 mm and 22 mm, respectively. The three dimensional DSM is
proved to be high quality that helps identify most of the rock blocks on the slope, and that
the attitudes matches with the figure from field investiga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this small
scale collapse occurred between 2017 and 2018 produced a over 13 m3 volume loss on the
existing 0.28 ha landslide arose by the end of 2016.
Key Words: rock slope, landslide, soil erosion.

〔1〕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助理教授 （* 通訊作者 E-mail: clarice.chiou@gmail.com）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2〕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 Ta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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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尾砂不同复垦基质坡面产流产沙研究
吕春娟 毕如田 梁建财 郭星星 陈丹
（山西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山西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030801，山西太谷）
摘要：铁尾矿砂结构松散，堆存坡度大，侵蚀程度严重，难以复垦。本研究采用室内人工模拟降雨技术，
分析了不同雨强（60、90和 120mm/h）、不同坡度（25、30和 35°）条件下，干排铁尾矿不同复垦坡面
（LT，CT，TM，TSM，TS和 S）的产流产沙特征。在相同坡度条件下， 各复垦坡面随着雨强的增加，坡面
产流整体呈增加地趋势，但随着雨强的增加，坡面产流量的增加幅度有所减小；但是六种基质的产沙量却
表现出两种趋势：一种随雨强增大而增大，一种随雨强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基质对产沙量的影响程度大
于对产流量的影响。雨强、基质与坡度对产流产沙的灰色关联度依次表现为雨强＞坡度＞基质。不同基质
间的减流减沙差异明显，与 LT 坡面相比， TS 复垦坡面对于减流减沙并无明显作用，而CT、 TSM、S和 TM
复垦坡面对于减少坡面侵蚀产沙均具有一定效果，其中减沙效果最佳的是 TM坡面；CT和 S 坡面具有较为
明显的减流效果，TM和 TS 坡面减流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出现产流量增加的情况。研究结果对于类似采矿
废弃地的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铁尾矿砂；模拟降雨；复垦坡面；产流产沙

Simulation study on runoff and sediment yield of different
reclamation substrates on iron tailings area
Lv Chunjuan, Bi Rutian, Liang Jiancai, Guo Xingxing, Chen Dan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tional Expermental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Agrica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xi Agricaltural University, 030801,Taigu, Shanxi, China)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to reclamation for iron tailings sand with loose structure, steep slope and
serious erosion. In this study, indoor artificial simulated rainfal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noff and sediment on different reclamation slopes of dry iron tailings (LT, CT,
TM, TSM, TS and S)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intensities (60, 90 and 120 mm/h) and different
slopes (25, 30 and 35°). Under the same slope condition, the slope runoff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of rain intensity, but with the increase of rain intensity, the increase extent
of slope runoff decreased. However, the sediment yield of the six substrates shows two trends: one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rain intensity and the other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rain intensity; the influence of matrix on sediment yield was greater than that on the
runoff volume. The gray correlation degree of rain intensity, matrix and slope to runoff and
sediment yield was as follows: rain intensity > slope > matrix. The difference of runoff and
sediment redu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ubstrates was obvious. Compared with the LT slope, the TS
slope had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reduction and sediment reduction, while the CT, TSM, S and
TM slopes reduced the sediment yield to a certain extent. among which TM had the best sand
reduction effect; CT and S slope had obvious runoff reduction effect, TM and TS slope was not
obvious, and even made runoff volume increase.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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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restoration for similar mining wasteland.
Key words: iron tailings sand; simulated rainfall; reclamation slope; runoff and sediment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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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主要措施
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

陈芳孝

教授

摘 要 ：本 文 结 合 北 京 市 实 际 ，重 点 介 绍 了 城 市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高 程 控 制 、透 水 铺 装 、集 雨 式 绿
地 、雨 水 集 蓄 利 用 、植 物 景 观 等 措 施 。以 期 通 过 城 市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进 一 步 提 高 人 居 环 境 建 设 ，深 化 北 京
市城市水土保持工作，有效推动本市海绵城市建设。
关键词：城市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

措施

Beiji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Main measur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eijing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enter
chenfangxiao Profess

Summary: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Beijing, Focus on urban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levation

control,

permeable

paving,

rain-type

green space, rainwater harvesting and utilization,
plant landscape and other measures. with a vie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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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Deepen ingering up the
work

of

urba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Beijing,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onge City
in Beijing.
Keywords: Urban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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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砂動態分析與水土保持管理策略-以旗山溪為例
林秉賢[1]
摘

要

洪政義[2]

曾品潔[1]*

洪志祥[2]

謝宛芝[3]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位於旗山溪左岸，由於保全對象鄰近於河道，受到颱風豪雨

影響，可能導致災害發生，且本區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之重大土砂災害區
域，故以本區進行土砂動態變化分析與水土保持管理策略。土砂動態變化分析方法採用
CCHE2D 進行模擬，分析不同重現期降雨情況下河道動態沖淤變化情形以及洪水是否造成災
害，並提出策略。

關鍵詞：旗山溪、CCHE2D、土砂動態分析。

Dynamic Analysis of Soil Sand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A Case Study of Qishan
River
Bing-Shyan Lin[1]

Jheng-Yi Hong[2]

Pin-Jie Zeng[1]* Jhih-Siang Hong[2]Wan-Jhih Sie [2]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d the TRIGRS code to simulate the slope stability of the
Aowanda area under heavy rainfall during Typhoon Sinlaku in 2008. To increase simulation reliability, this study adopted the topography index to estimate soil thickness and initial infiltration rate. In
addition, zonation for analysis was made according to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for better assuming the simulation parameters relating to the in-situ condition. …
Key Words : Slope stability, landslide, infiltration.

〔1〕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
Research Assistant, of FCU. Construction and Disaster-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 Taichung 407, Taiwan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Tainan Branch,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inan 701, Taiwan
〔3〕 研邦科技有限公司（* 通訊作者 E-mail: abc18185566@gmail.com）
YAN BANG Technology Co,.Ltd, Taichung 407,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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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an Branch,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inan 701, Taiwan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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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位於旗山溪左岸，民國 98 年時莫拉克風災高雄小林村被滅村，其上游那瑪夏區瑪
雅里易遭受嚴重災害，道路、學校、民宅等遭受土石流沖毀。不僅於莫拉克風災，由於瑪雅里鄰近於河道，受
到颱風豪雨影響，可能導致災害發生，且本區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之重大土砂災害區域，
故以本區進行土砂動態變化分析與水土保持管理策略。
土砂動態變化分析利用美國國家計算水科學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utational Hydro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CCHE）所研發二維輸砂模式，簡稱 CCHE2D 進行模擬 5 年、25 年及 50 年不同重現期降雨情況下，
河道土砂沖淤變化以及致災情形，並提出水土保持管理策略。

二、研究方法
1.模式理論
CCHE2D 模式採用有效元素法，透過計算交錯網格的水位值求解連續方程式，以移動邊界法處理乾、濕點交
界之問題，以時間推進方式求解變量流流況。
CCHE2D 主程式功能為設定河道模擬之基本資料(模擬時間、計算時間間距、紀錄時間間距)、起始條件、上
下游邊界條件、水理條件參數、泥砂特性、粒徑分布曲線及輸砂模式等，並納入河道數值地形網格資料後執行模
擬，最後模擬結果以二維分布的方式展現。水理計算及輸砂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1) 水理計算
模式採用水理計算控制方程式如(1)~(3)。
∂Z ∂ ( hu ) ∂ ( hv )
+
+
=0
∂x
∂y
連續方程式： ∂t

(1)

∂u
∂u ∂u
∂Z 1  ∂(ht xx ) ∂(ht xy )  t bx
+u +v =− g + 
+
 − + f Cor v
∂y
∂x h  ∂x
∂t
∂x
∂y  rh
運動方程式：

(2)

∂v
∂v ∂v
∂Z 1  ∂ (ht yx ) ∂ (ht yy )  t by
+u +v =− g + 
+
 − − f Cor u
∂y h  ∂x
∂y  rh
∂t
∂x ∂y
(3)
y
g
=
v
=
u
x
式中 ，
沿 與 方向之流速； 重力加速度； Z = 水位面的高程； ρ = 密度； h = 水深；
f Cor = Coriolis

參數； τ bx 、

τ by

沿 x 與 y 方向之底床剪應力； τ xx 、

τ xy

、

τ yx

τ
、 yy 為雷諾剪應力

(Reynolds stresses)，如(4)~(6)。
t xx = 2vt

∂u
∂x (4)

 ∂u ∂v 
t xy = t yx = vt  + 
 ∂y ∂x  (5)

t yy = 2vt
式中τ xx 、

τ xy

∂v
∂y

、

τ yx

(6)
、

τ yy

為雷諾剪應力(Reynolds stresses)； ν t = 渦流黏滯係數(Eddy viscosity)。

(2) 輸砂計算
CCHE2D 有三種計算泥砂的模式；第一種為 Bed-load type model，係考量河床載輸砂為主的計算模式，
並依據河床載輸砂率與水中實際攜帶的泥砂量所反應的底床變化。例如水中攜帶的泥砂量大於河床載輸砂
率時，便造成網格底床的淤積；反之，水中攜帶的泥砂量小於河床載輸砂率時，便造成網格底床的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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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計算河床載輸砂率的公式可選取 modified Ackers and White 公式、modified Engeund and Hansen 公式、
SEDTRA 公式及 Wu, Wang, and Jia 公式。
第二種為 Suspended-load type model，係考量懸浮載傳輸為主的計算模式，解析擴散方程式計算懸浮載
濃度。
第三種為 Separate Simulation of Bed-load and Suspended-load model，係考量河床載與懸浮載均存在的計
算模式，首先分別計算河床載與懸浮載的輸砂量，並依據河床載、懸浮載輸砂率與水中實際攜帶的泥砂量
反應出網格的底床變化。依據「CCHE2D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Weiming Wu，2001)河床載與懸浮載對
於底床的改變可表示(7)。

(1 − p′)

∂zbk
1
(qbk − qb∗k )
= αω sk (C k − C∗k ) +
∂t
Lt

(7)

2.研究流程
CCHE2D 模式建置與土砂策略之流程圖詳圖 1，流程可分為基本資料蒐集、模型建置、參數設定、模式是否
通過檢定、模擬不同重現期降雨之土砂變動趨勢並提出清疏策略與建議。
(1) 基本資料蒐集
基本資料蒐集包含數值地形模型、雨量資料與河道斷面測量，其中數值地形模型做為 CCHE2D 模型建
置；雨量資料可透過三角形單位歷線推估方法推求流量歷線，做為模式輸入條件；河道斷面資料做為模式
檢定與驗證，以確認模式分析之正確性。
(2) CCHE2D 模型建置
蒐集內政部數值地形模型資料，資料經度為 1 公尺*1 公尺，產製時間為 2010 年 12 月 31 日與 2014 年
01 月 13 日，做為 CCHE2D 模型建置。
(3) 參數設定
根據不同模擬範圍設定 CCHE2D 模型參數，模型參數包含水理參數與泥砂參數。水理參數主要設定為
河床糙度、紊流模式、紊流黏性係數、邊壁滑動係數與時間間距…等；泥砂參數主要設定為輸砂模式、推
移質輸砂公式、輸砂模擬模式、調適長度、適應係數、施密特數等。
(4) 模式是否通過檢定
為了確認 CCHE2D 模式模擬土砂變化正確性，故模式須通過檢定與驗證，由於目前數值地形高程資料
為 2010 年 12 月與 2014 年 01 月，故 2012 年 12 月之數值地形高程作為模式檢定，2014 年 01 月數值地形高
程作為後續不同重現期土砂變動策略。檢定方式採量測斷面平均高程與模式模擬平均高程進行比對，以確
認模擬結果符合實際趨勢。
(5) 模式是否通過檢定
為了解 5、25 與 50 年不同重現期降雨情境下各集水區土砂變動趨勢，藉由三角形單位歷線法推求 5、
25 與 50 年洪峰流量做為模式輸入值進行分析。
(6) 集水區清疏策略與建議
藉由 5、25 與 50 年不同重現降雨情境土砂變動趨勢分析結果，提出各集水區模擬範圍清疏策略與建議，
如河道整治、持續辦理清疏、預防性清疏等。

3.研究區域
研究範圍選用旗山溪集水區，模擬範圍為旗山溪保全對象及重點土砂災害區為主，故模擬範圍與對策為旗山
溪民權橋至瑪雅復建吊橋，模擬範圍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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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擬結果
1.檢定降雨事件場次
旗山溪(民權橋至瑪雅復建吊橋)檢定降雨事件場次採中央氣象局之達卡努瓦自動測站，蒐集 2011 年至 2013
年 10 月間 24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大於 150 毫米事件，各場降雨事件之 24 小時最大累積降雨量如表 1，共計 10 場，
其中 24 小時最大累積降雨事件為 2012 年 0610 豪雨，雨量為 464.5 毫米。
表1

檢定降雨事件場次基本資料

Table 1 Verification of Basic Information on Rainfall Events

雨量站採達卡努瓦站
事件名稱

日期

24 小時最大累積降雨量(mm)

0719 豪雨

2011/7/17~2011/7/20

354.5

南瑪都颱風

2011/08/29~2011/8/31

169.5

-

2012/05/19~2012/5/20

189.0

0610 豪雨

2012/06/9~2012/6/12

464.5

泰利颱風

2012/6/19~2012/6/21

290.5

蘇拉颱風

2012/08/01~2012/8/2

367.5

0520 豪雨

2013/05/18~2013/05/19

192.0

蘇力颱風

2013/07/12~2013/7/13

358.5

潭美颱風

2013/08/21~2013/8/23

514.0

康芮颱風

2013/08/29~2013/9/1

330.0

2.檢定結果
根據檢定結果模式最佳參數如表 2，其中河床糙度採一般河道值為 0.035，紊流模式採用混合流模式(Mixing
Length Model)；輸砂模式採用紊流粘性係數採模式內建值，時間迭代法採 Method 1；輸砂模式採用 Total load as Bed
load Model，推移質輸砂公式經過不同公式模擬結果以 Wu et al 公式為最佳，調適長度經過檢定後採用 set as 7.3 of
average dune length 計算方法誤差最小，適應係數以 based on Aranimi and di Silivo 方法計算結果最佳，施密係數一
般採 0.5。根據上述最佳參數模式模擬結果斷面平均高程較實際斷面高程平均值低約 0.52 公尺，此參數做為後續
不同重現期降雨條件下，旗山溪(民權橋至瑪雅復建吊橋)土砂變動趨勢及相關策略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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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檢定結果

Table2 Result of Verification

檢定最佳水理參數

檢定最佳輸砂參數

參數

設定值

參數

設定值

河床糙度(n)

0.035

輸砂模式

Total load as Bed load Model

Mixing length

推移質輸砂公式

Wu et al

model

調適長度(m)

set as 7.3 of average dune length

紊流粘性係數

1

適應係數 α

based on Aranimi and di Silivo

時間迭代法

Method 1

施密特數

0.5

紊流模式

檢定結果
數值高程地形

544.05

斷面量測

545.06

模式模擬結果

544.54

斷面平均高程
斷面

(m)

平均高程誤差(m)

-0.52

四、土砂變動趨勢與策略分析
1.不同重現期土砂變動趨勢
根據不同重現期水理輸砂模擬成果，如圖 3~圖 8 所示。圖中，旗山溪目前尚可通過 5 年重現期洪峰流量，於
25 年與 50 年重現期洪水情境下，因通洪斷面不足，可能導致左岸部落造成災害；旗山溪(民權橋至瑪雅復建吊橋)
土砂變化趨勢為民權橋下游為沖刷趨勢，各重現期沖刷深度約 2 至 8 公尺，馬雅吊橋上下游則呈現淤積情形，各
重現期淤積深度約達 0.2~0.8 公尺。

2.策略分析
根據圖 9 現況空拍照河道土砂明顯淤積，由於莫拉克風災後導致旗山溪大量土砂堆積，旗山溪(民權橋至瑪雅
復建吊橋)雖可通過 5 年重現期洪水，但 25 年及 50 年通洪能力不足；另外，從河道流心顯示，民權橋以下主要攻
擊河道右岸，馬雅吊橋下游則攻擊河道左岸，現況馬雅吊橋下游左岸已有護岸保護，右岸則可配合清疏工程調整
流心外，並興建護岸或清疏塊石保護。由模擬結果(圖 3~圖 8)顯示，目前瑪雅復健吊橋呈現輕微淤積情形，民權
橋下游呈現沖刷趨勢，故建議瑪雅復健吊橋可持續辦理清疏，提高斷面之通洪能力，而民權橋下游則透過自然沖
刷，並與馬雅復健吊橋清疏工程銜接，以維持旗山溪(民權橋至瑪雅復建吊橋)通洪能力，保護農地與部落安全。
除了透過工程方法降低災害發生外，當災害發生時透過避難疏散保全旗山溪左岸瑪雅里民眾安全，其避難收
容處所為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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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1.結論
本研究成果彙整如表 3，莫拉克風災導致旗山溪大量土砂堆積，目前可通過 5 年重現期洪水，但 25 年及 50
年通洪能力不足。民權橋下游至馬雅吊橋上游各重現期沖刷深度約 2~8 公尺，馬雅吊橋上下游則呈現淤積現象，
淤積深度約達 0.2~0.8 公尺。民權橋下游右岸與馬雅吊橋下游左岸與上游右岸位於水流攻擊，須注意坡腳與橋樑基
礎掏空問題。
表3

土砂變動趨勢分析結果彙整表

Table3 Result Summary Table of Dynamic Analysis of Soil Sand

各重現期水理
沖淤趨勢說明
管理策略

5年
通過
25 年
未通過
50 年
未通過
民權橋下游呈沖刷趨勢，馬雅吊橋上下游呈現淤積趨勢，淤積深
度約 0.2~0.4m。
1. 馬雅復健吊橋上游右岸可配合清疏工程調整流心外，並興建
護岸或清疏塊石保護
2. 瑪雅復健吊橋應持續辦理清疏，提高斷面之通洪能力

2.建議
由於本研究區域無水文或輸砂測站，故需持續進行滾動檢討參數。另外，由於數值地形高程與斷面量測資料
筆數少，後續有新的數值地形資料及斷面量測資料可做為模式驗證使用。
瑪雅復健吊橋呈現淤積趨勢，建議可辦理清疏工程，由於吊橋位於水流攻擊處，左岸已有護岸保護，右岸可
配合清疏工程調整流心外，並興建護岸或清疏塊石保護，民權橋下游則透過自然沖刷，並與馬雅復健吊橋清疏工
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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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基本資料蒐集

1.數值地形模型
2.雨量資料
3.河道斷面量測

CCHE2D
模型建置

參數設定

1.水理參數
2.泥砂參數

否
是否通過檢
定
是
模擬重現期5、25、
50年降雨情境下，
土砂變動趨勢
集水區清疏
策略與建議
結束
圖 1 土砂動態分析研究流程
Fig.1 Soil sand dynamic analysis research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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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旗山溪(民權橋至瑪雅復建吊橋)
Fig.2 Qishan River (Minquan Bridge to Maya Reconstruction Suspension Bridge)

圖3

5 年重現期河道水深模擬成果

Fig.3 5year period water depth of river channel sim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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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5 年重現期河道水深模擬成果
Fig.4 25year period water depth of river channel simulation results

圖 5 50 年重現期河道水深模擬成果
Fig.5 50year period water depth of river channel simulation results

62

10

圖6

5 年重現期河道沖淤趨勢成果

Fig.6 5year period scouring and silting trend of river channel simulation results

圖 7 25 年重現期河道沖淤趨勢成果
Fig.7 25year period scouring and silting trend of river channel sim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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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50 年重現期河道沖淤趨勢成果
Fig.8 50year period scouring and silting trend of river channel simulation results

圖 9 旗山溪空拍成果
Fig9

Qishan River aerial photograph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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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生态海绵流域建设与实践
蒲玉宏1

陈

凯2

（1.甘肃省平凉市水保局，744000，甘肃平凉；2.平凉鑫新农林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744000，甘肃平凉）

摘要：本文针对西北黄土高原地区降雨稀少，植被稀疏，自然生态环境先天不足的实际，提出“生态海绵流域”
理念。以甘肃省平凉市海寨沟为研究基地，研究流域下垫面在天然降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的“海绵效应”，
形成林草植物库、土壤库、沟道拦蓄库为主的“三库联防”体系，管理流域雨洪，吸水留土，建成黄土高原区生
态海绵流域示范实地模型，以期大范围推广应用，为黄土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关键词：生态海绵流域；水土保持；三库联防；黄土高原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n Ecological Sponge Watershed in The Loess Plateau

Pu Yuhong1

Chen Kai2

（1.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of Pingliang City, Gansu Province；2. Pingliang Xin Xin Agroforest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Abstract ： This paper aims at the reality of northwest Loess Plateau with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ing congenitally inadequate of low rainfall and sparse vegetation，propose the concept
of “ecology sponge watershed”, taked Haizhaigou in Pingliang City of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base, the “sponge effect” of water uptake , water storage, water seepage and water purification on
underlying surface of watershed during natural rainfall was studied. The “three storehouse joint
defense” system, 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forest and grass, soil and gully interception, is form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in a wide range and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for practicing the model of ecological sponge watershed demonstration area in the Loess
Plateau.
Key Word：ecological sponge watershed；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three storehouse joint defense；
Loess Plateau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美丽中国”
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新目标，党中央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收稿日期：
项目名称：平凉市重点科研计划项目“黄土高原生态海绵流域建设试验研究”
第一作者简介：蒲玉宏（1967—），男，学士，高级工程师，从事水土保持建设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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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着力补齐一块块生态短板，到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生活，再到经济发展与
生态改善实现良性互动，在修复陆生生态，还人间以更多绿色，防治水土流失，还大地以根基，
修复水生生态，还生命以家园。同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城市之外国土面积 99%以上的千沟万壑就成为生态建设的主战场，小流域作为组成
大江大河的基本单元，应该在发展中不断的探索，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用系统思维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治理，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实施千千万万条小流域的“绿水
青山”，为建设“美丽中国”服务。

1

小流域治理发展历程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人民在防治水土流失的长期实践中

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是小流域综合治理。经过近多年的不懈努力,
我国小流域综合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

探索阶段
1940 年，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设计委员会、金陵大学农学院和四川大学农

学院在成都召开防止土壤侵 蚀的科学研究会, 第一次提出“水土保持”这个词，是我国
对世界水土保持事业的贡献。1942 年开始,国民政府农林部分别在天水罗峪沟、西峰南小
河沟、绥德韭园沟开始进行小流域治理试验。新中国处理后，为探索有效的治理方法和途径，
在黄土高原一些地方的支毛沟进行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试验，这实际上就是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雏形。1956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肯定了“以支毛沟为单元综合治理”为方向
性的经验，并部署在全流域推广，并逐步影响到全国。70 年代中期，水土保持工作者总结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以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效果。
1.2

试点试验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水土保持工作都得到了加强，水利部召开了多次分片区水土保持工作座

谈会，把“小流域综合治理”作为一条重要的经验推出来，要求各地积极借鉴和推广，“小流域
综合治理”的概念正式进入水土保持行业的视野。1980 年 4 月，水利部在山西省吉县召开了小
流域综合治理座谈会，认为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水土保持工作的新发展,符合水土流失规律。为探
索水土保持快速治理的途径和不同类型区综合治理的模式，水利部，财政部安排在黄河、长江等
六大流域开展了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工作。通过试点，积累了经验，为不同类型区的小流域综合
治理提拱了典型和样板，为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3

巩固提升阶段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国的小流域治理无论在量还是在质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小流域治理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治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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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偏低，措施配置不尽合理，工程质量不高，管理跟不上等，治理开发的经济效益不明显，群众
参与治理开发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1998 年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全面加大
生态建设的投入力度，小流域治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全面加大了封育保护的力度，充分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工程布局上，
着力推进水土保持大示范区建设。在建设内容上，以调整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为中心，以节约保
护、合理开发、科学利用、优化配置水土资源为主线，努力推进了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
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4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阶段
2004 年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水土保持三道防线和清洁性小流域建设经验，以

小流域为单元,将其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复合生态系统

〔3〕

, “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

“ 拦蓄灌排节”综合治理，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和构建“生态修复、
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水土保持防线的思路进行建设，在传统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基础上，将
水资源保护、面源污染防治、农村垃圾及污水处理结合到一起的一种新型综合治理模式，小流域
治理得到进一步发展。2013 年，水利部发布了《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技术导则》，为生态清
洁型小流域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各地大规模开展清洁型小流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生
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在降雨量丰沛的土石山区实施效果挺好，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地
区成功的案例还不多见。

2
2.1

生态海绵流域的提出及其内涵
生态海绵流域的提出
经过多年的探索，小流域综合治理经历了探索—试点试验—巩固提升—清洁性小流域建设四

个阶段，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全国累计综合治理小流域 3.8 万多条，治理水土流失总面积
2

3

3

92 万km ，每年可增产粮食 180 多亿kg，拦蓄泥沙 18 亿m ，增加蓄水能力 250 亿m ，通过小流域
[2]

综合治理和发展高效农牧业，稳定解决了 4000 多万人的吃粮问题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
各个阶段的追求的目标基本治理程度、梯田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等目标，分析三大效益，治理
手段基本都是传统的，对反映自然生态系统内涵及特征的条件指标和压力指标涉及较少，生态清
洁流域赋予更多内涵，但是水保行业实施难度较大，效果监测难度较大。所以，为了适应生态文
明建设和“美丽中国”需求，应借鉴“海绵城市”理念，提出生态海绵流域建设理念。
2.2

生态海绵流域的建设内涵
生态海绵流域建设，就是要扭转传统的小流域治理观念，即建成的流域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

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收天然降水，具有“水弹性”，
达到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将地表径流变为地下潜流，实现雨水在流域中管控，加大
天然降水入渗增加土壤含水量，进一步增强干旱山区植被条件，建成流域“海绵体”，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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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要涉及土壤、水分、环境、生物等可控性条件指标和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压力指标，将生态
海绵流域建设成为生态建设的基本单元，达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
3 生态海绵流域建设实质
3.1

生态海绵流域建设应以黄土高原地区为主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使得小流域治理不可能

以一个简单模式实施，也不能简单的依靠工程措施或自然恢复去解决流域面临的不同类型区的生
态和社会经济问题，而是通过综合性措施进行系统的综合治理。因此，建设的思路和模式是随着
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呈现多变性的，所以把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纳入到建设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
主要以小流域自身的自然生态、社会和经济发展相一致，改变原有的治理结构为主线。根据生态
海绵流域的内涵和实质，其建设应以干旱缺水、水土流失最严重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为主。
3.3

突出天然降水拦蓄入渗，建成流域海绵体
海绵流域工程建设，是天然降水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分配，以树冠截留为天然降水调节起点

〔2〕

，按不同地貌类型，整地类型、不同植物措施布设降水、径流、拦蓄区，通过对天然降水的

“拦、渗、蓄”，提高工程建设防御标准，力争就地拦蓄天然降水，变传统的“节节拦蓄”为“就
地拦蓄”，建成林草植物库、土壤库、工程拦蓄库为主的“三库联防”流域海绵体，达到生态海
绵流域的目的。
3.3

治理措施先工程后生物，治理治理目标生态化
生态海绵流域建设充分考虑自然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保证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良好运行，

各项建设措施应尊循生态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首先布设工程建设下垫面基础上，布设植物措施，
在措施布局上工程优先，提高工程措施的拦蓄标准，在具体目标上生态优先，采用各种工程和生
态手段和方法，综合布设各项措施。从建设效果评价上 ，从过去追求治理程度、林草覆盖率、
节节拦蓄等转变为天然降水入渗率、就地拦蓄、土壤含水率提高程度、地下水出渗量、小气候改
善等指标，以小流域为单元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的研究与实践，山区实现降雨入渗、
净水入河入库，建设海绵流域海绵家园。

4
4.1

生态海绵流域建设实例（以海寨沟流域为例）
流域概况
海寨沟流域位于甘肃省崆峒区东南部，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地处东径
2

106°43′05″～106°47′47″，北纬 35°20′27″～35°24′29″，流域总面积 38.38km ，
2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37.25km ，占总面积的 97.05%， 流域为泾河一级支流，海拔在 1407.0～2064.6m
之间，相对高差 657.6m，年均气温 8.6，年均将水量 511mm，流域内梁峁起伏，沟壑纵横，地表厚
积黄土，加之流域内植被稀疏，林草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涉及崆峒区大寨乡的柳沟村等 5
2

2

个行政村，956 户 3979 口人 2412 个劳动力，人均土地 0.96hm ，农业人均耕地 0.41hm 。流域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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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2

现有耕地 1614.69hm ，林地 1049.98hm ，草地 133.8hm ，荒地 861.42hm ，其它用地 177.86hm 。
2

3

2

多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6600t/km ·a，径流模数 55000m /km 。
4.2

主要建设措施
从 2015 年开始，按照生态海绵流域建设要求，经过全面系统的规划，对海寨沟流域开始了

全方位的建设工作。提高工程防御标准，布设坡改梯、水保林、水窖、坡面水系、谷坊、塘坝等
工程措施，工程生物措施结合、乔灌草相结合的植物措施，对位配置建设措施，从梁峁到梁坡到
坡脚、从沟头到沟口、从支沟到干沟、从上游到下游，形成了完整的综合防治体系。
4.2.1 梁峁建立以防护林为主体工程的防治体系
2

配置梁峁造林 126 hm ，道路防护林 12km ，兴建小型拦蓄工程 98 处，综合治理措施配置
的主要目标是拦截、蓄纳降水，防止地表径流的产生和汇集，防止梁峁雨水下坡力求天然降水就
地入渗，不产生径流。
4.2.2 梁坡建设以梯田、水保林为主的防治体系
治理措施配置的主要目标是缩短坡长、改变坡度，实施以分散、拦蓄地表径流为目的的坡面
2

工程农林复合体系。共兴修高标准水平梯田 814.34hm ，营造水保林 1395.78 hm
2

2

，实施封禁

2

治理 300hm ，经济林 44.2 hm ，拦蓄工程 42 眼，形成了坡面防治体系。
4.2.3 沟壑建设以坝库为主体工程的防治体系
全面采用工程整地方法，就地拦蓄径流，大面积集中连片营造水土保持林，流域内 46 条沟
壑全部封育，建成坡面防护林 480hm

2

，形成了以刺槐林为主景观的沟壑防护林体系。沟底建

成塘坝 36 座、水窖及各类拦蓄工程 149 处，形成了谷坊、塘坝为主体工程的沟道防治体系。
4.3

实施效果
（1）增加降水入渗，减少地表径流。梯田、工程造林等工程措施将坡地改成平地，改变了

小地形，增加了降水入渗。水土保持林草措施可增加树冠截留，改善地面糙度，改变土壤物理性
质，在降水抵达地表后首先满足地表植被的截留、土壤入渗及填洼过程后才可能在地表产生径流，
进而对流域的降雨洪水过程起作用。据测算，流域坡面水土保持措施每年可增加拦泥 4.8 万 t，
3

增加蓄水 580 万 m ，平均年径流系数减少 0.3。
（2）延长洪水汇流时间，防止重力侵蚀发生。流域实施了梯田林草等措施后，增加了流域
植被覆盖度。降雨时，植被截留降水大于治理前，阔叶林树冠截留率达到 15%以上，减轻了雨滴
对地面的击溅作用，大大减轻了地表径流的冲刷作用，迟滞汇流时间，提高了蓄水保土和抵御灾
3

害的能力，加大下渗能力，沟道地下水出流量为日均 320m ，大大高于周边的小流域。
（3）拦泥蓄水，从根本上解决山洪灾害问题。在梁峁、梁坡配置水土保持措施的基础上，
在海寨沟流域大规模地开展了谷坊、塘坝等沟道工程建设。到 2018 年底，建成各类坝库 36 座，
2

3

水面面积 27.3hm ，总库容 60 万m 。2018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流域雨量达 110 毫米，7 月 15 至
16 日，雨量达 117 毫米，较历年同期多 2.49 倍，造成多地农作物受灾、公路塌方受损、山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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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塌方、房屋倒塌等重大财产损失，泾河发生 20 年一遇洪水，部分河段河水上涨漫过护岸，长
时间高水位运行，相邻的吴老沟流域山洪暴发，主河道洪水漫灌，造成很大损失，但海寨沟没有
出现洪水，流域出口流量没有明显增加。
（4）促进了乡村振兴和生态旅游发展。通过海寨沟生态海绵流域建设，基本达到天然降水就
地入渗，增加土壤含水量促进了植被生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面面积大幅度增加，为乡村振
兴和生态旅游创造了条件，鑫新农林公司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游人如织，在大地上真正践行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5

结论
生态海绵流域建设是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运用于千沟万壑治理的一个新生事物，和传统的小流

域治理有着本质的区别，生态海绵流域建设提高了工程措施建设防御标准，充分吸纳传统治理小
流域、清洁型流域建设和生态建设的精髓，变节节拦蓄为就地拦蓄入渗，流域下垫面在天然降雨
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的“海绵效应”，形成林草植物库、土壤库、沟道拦蓄库为主的“三
库联防”体系，土壤含水量增加，形成流域“海绵体”，从而促进植物生长以改善生态环境，增
加地下水出渗，扩大水面面积，促进乡村振兴和生态建设，适宜在黄土高原地区推广应用，把黄
土高原千沟万壑建设成千千万万条“绿水青山”小流域，为生态文明建设和“魅力中国服务”。
但是，生态海绵流域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各方面的理论还不很成熟，需要多方面支持和进一步
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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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針對全台灣各水土保持計畫之永久水土保持設施進行建檔列管、功能檢查
或維護管理等監督管理政策之推動實際執行等進行檢討與規劃，由於全台灣每年申報完
工之水土保持計畫持續累積，但各地方政府檢查的標準不一致或未執行定期檢查，導致
始終沒有一個既定的規範及格式來管理，且各地方設施維護情形也各異，無法系統性的
管理各水土保持設施維護情形，故本研究研擬出統一之準則執行現場調查，執行檢查修
正準則及後續裁罰參考準則之適用執行工作流程，期有利未來政策之推動參考。
關鍵字：水土保持計畫、永久設施、維護管理、績效評估。

Permanent Facility Surve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lan
Chung-Li Hsu1*, Professor, Dep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mail:clhsu@mail.npust.edu.tw)
Chon-Guang Chen2, Direct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Nantou 540, Taiwan.
Yu-Chi Jou3, Division Chie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Nantou 540, Taiwan.
Cing-Ci Huang4, Deputy Engineering Divis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Nantou
540, Taiwan.
Jau-Heng Wu5, Master Student, Dep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view and pl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policies such as archival management, functional inspection or maintenance
management for al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acilities in Taiwan. As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lan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annual declaration in Taiwan continues to
accumulate, the standards examin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re inconsistent, resulting in the
failure to maintain an established norm and format to manage. The maintenance conditions of
various local facilities are also different,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systematically manage the
maintenance of variou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acilit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has
developed a unified standard for conducting on-site investigations, implementing the
applicable revision workflow and the applicable implementation workflow for subsequent
ruling reference standards, and is expected to facilitate futur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lan, Permanent facility, Maintenanc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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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 1994 年頒布了水土保持法，依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規定，於山坡地內從事各
項開發利用行為，水土保持義務人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以規劃出各項水土保持處理與
維護措施，經審查核定及施工監督管理等，達到減少災害、保育水土、促進土地合理利
用之目的。又 1976 年所頒布的水土保持法前身的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中第 12 條水土保
持稽查規定，山坡地之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及期限，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前項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其期限最長不
得超過三年；已完成水土保持處理後，應經常加以維護，保持良好之效果，如有損壞，
應即搶修或重建。主管機關對前二項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應隨時稽查。故依法所設
置的永久水土保持設施，後續應由水土保持義務人善盡維護管理之責任，現行因設施的
維管不當，而有使原開發利用標的陷於災害風險，並可能成為洪水土砂災害的情形，因
政府機關一直未依法令執行定期或不定期之稽查，造成水土保持義務人誤以為可以不用
再維管或任意改變用途，因此確有檢討監督管理作為的必要。本研究乃提出永久水土保
持設施的建檔與維護等監督管理機制之推動，及對於輔導改善方法進行評估檢討，並對
交通部及水保局所屬「已完工永久水土保持設施」進行實地調查及輔導，進而提出最適
合量化坡地管理效益之方式，以落實氣候變遷下大規模崩塌防減災計畫之推動大規模崩
塌土砂災害水土保持管理與永續水土保持的監督管理及加強山坡地安全防護政策。

研究方法
為瞭解水土保持計畫設施狀況乃針對每場實地檢查水土保持義務人（或使用人或管
理人）維護的狀況與結果作成紀錄，會同調查之專業技師亦會依據各項設施的維護狀況
判定後續結果(詳見表 1)。本研究調查作業是以輔導為目的，若真判定為限期改正案件
，其裁罰流程以不直接走向依法處份為首要優先方案，但經複查仍不願改善，則將參考
前期計畫所提出方案執行流程圖(圖 1)所詳列之裁罰措施，與主辦機關協商評估後再進
行處置。若是水土保持義務人有後續改善意願，則不用辦理複查，直接要求現地/擇期
改善以照片回報主管機關備查。
表1 設施調查辦理結果彙整表
項次

編序

實行檢查注意項目

判定參考
輕

滯洪
沉砂
設施

排水
設施

1

改作他用?

2

池底積水超過池高 20%?
(行前若遇大雨則不適用)

3

池底淤泥?
(行前若遇大雨則不適用)

4

池岸構造有龜裂、破損?
(損壞程度不影響功能)

5
6
7

出水口順利與聯外排水相接?
設施年久無法開啟檢查?
攔汙柵破損?

8

溝底土砂淤積?

9

溝底積水?(非流動水)

10

蓋板上有雜物淤積?

11

溝底斷裂、破損、錯動?

12

跌水相關消能設施是否破損?

重

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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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回傳

限
期
改
正

限期改正

照片
回傳

限
期
改
正

限改
照片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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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傳

邊坡擋
土保護
措施

邊坡保
護設施

13

無法順利承接地表積水?(與地面落差)

限改

14

擋土牆未依原訂內容私自加載?

限改

15

擋土牆牆面有外凸變形、龜裂?

16

擋土牆排水孔堵塞?

17

擋土牆未有正常排水痕跡

18

坡腳有土石崩落/堆積情形?

19

地錨錨頭鏽蝕/裂損/剝離?

20

石籠鐵絲網破損面積大於 40%?

21

植生覆蓋率低於 50%以下?

22

發現坡腳土砂堆積

23

改作非透水鋪面?

照片
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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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期
改
正

限改

照片
回傳

限改

圖1 水土保持計畫永久設施調查改正方案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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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擇定 2012 年以後水土保持局監督管理已完工水土保持計畫共 60 件（含委託
交通部自行審核監督管理），規劃實地調查行程及事先聯繫水土保持義務人，再會同水
土保持局與 2 位水土保持相關專業技師（水土保持、土木、水利與大地等四大類科技師
）進行實地調查與輔導。檢查件數完成 60 件其中有 22 件維護情形良好，無須改正；其
中僅 1 件有其他使用情況影響安全情事，需進行複檢，乃送發公文告知管理維護機並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完成複檢；另有 38 件為輕微維護不良情事，經現場專業技師與水土
保持局偕同人員討論判定，不直接影響安全故勸導其管理維護機關盡速完成清淤改善作
業，並亦送發公文告知應於回傳照片以利結案歸檔。
表2 調查結果彙整表
調查統計項目

公共類

內政部

經濟部

交通部

合計

檢查案件總件數

11

2

4

43

60

無應改正事項

4

1

2

14

21

簡易改善照片回傳

7

1

2

28

38

有變更使用影響安全情事案件數

0

0

0

0

0

須辦理使用影響安全情事案件數

0

0

0

1

1

總結本次檢查結果發現，60 件水土保持計畫案件中，大部分設施維護概況良好，
但如設施地處偏僻，水土保持義務人多未有後續維管行為，甚有不清楚設施之位置，還
須請水土保持義務人加強設施維護管理巡視的頻率。
多數水土保持義務人對於顯而易見的設施維護較認真，但對於位處偏僻地方的設施
便容易掉以輕心，造成案件之間淤積上的極端差異，對於本次檢查案件中有多數為交通
部之案件，公路總局對於設施維護雖有定期之設施養護行為，但在調查時發現，公路總
局之養護行為多只針對道路旁之設施，如鄰近擋土牆之平台溝或是邊坡上的截流溝等，
卻未納入定期養護之項目內。對於此狀況，乃於調查當時便與水土保持義務人溝通，告
知設施保養為本次水土保持計畫內所有水土保持設施，而非只有道路旁之設施，且類似
此大型設施案件，水土保持義務人多是委託專業部門處理，實際維護狀況還需多加注意
，也造成了現地訪查時，水土保持義務人對於設施地點的確切位置掌握不清，凸顯出水
保計畫完工後，水土保持義務人對於後續設施資料及維護詳情不甚了解的問題，導致調
查設施之不確定。建議往後水土保持義務人在執行設施維護動作時，即使委託專業部門
處理，水土保持義務人也需出席了解設施維護狀況，以利後續水土保持相關事宜，因此
建議未來公部門的案件傾向以各管理維護單位委託進行申報制方式辦理（二年或三年一
次，但每年仍要有維護紀錄），而中央機關可以根據這些機關執行情形訂定抽檢的比例
，自行辦理或委託辦理抽查，並可給予維護績效好的單位獎牌鼓勵之。
本次設施調查總結後，經持續追蹤聯繫應改善之單位，提醒各單位需於期限內完成
設施維護改善，以利設施功能延續。值得欣慰的是後續追蹤上述調查發現的缺失，相關
單位都非常重視，也皆有以回傳改善之照片方式辦理撤銷列管，顯示這個研究有發揮預
期的功效，相關政策與法令的研修亦應加快研擬推動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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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学科内涵与研究对象的新思考
王飞1，2，韩剑桥1，2，李锐1，2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

摘要：水土保持具有多学科与跨学科性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辨析水土保持学科内
涵对于深入认识和指导水土保持工作，促进学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系统整理和归纳了水
土保持学相关论述，辨析了土壤侵蚀与土壤保持、水土流失与水土流失治理、土地退化与修复、
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等不同相关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认为，水土保持学是研究水土资源保
护与功能维持的学科，研究关注水土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减少、退化与损失问题及其保护、保育、
改良与功能维持问题，在传统的水土流失治理的基础上，土壤压实、盐渍化、土壤干旱与排水、
土壤肥力降低、土壤污染等也是水土保持学的研究主体。水土保持的目的是为水土资源管理与
利用服务，其相应的效应包括提高土地生产力，减轻洪水、干旱、风沙灾害与河道与库坝淤积，
提高水土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水土保持；土壤侵蚀；自然资源管理；土地退化；可持续土地管理；效益

Rethinking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efinition and objectives
Fei Wang1，2, Jianqiao Han1，2, Rui Li1，2
1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2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WC) are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with plentiful
of connotation and objectives. It is very meaningful to discriminate 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 and
objective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policy and strategy of s SWC. The article collected and arranged
the documents and reports relating to SWC, and discrimin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il erosion
and soil erosion control, soil and water loses and its measures, land degradation and its restoration,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carefully. SWC should be a subject on the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maintenances of their varies functions. SWC pays
attention on the reduction, degradation and damag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their
protection, conservation, improvement and function maintenances. The core themes relate not only to
the traditional activities on soil and water measures, but also soil compaction and salinity,
conservation or drainage of soil water, maintenance or improvement of soil fertility, soil pollutions
and so on. The goal of SWC is for management and usage of soil and water resource, and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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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improvement and land productivity, reduction of flooding, drought, sandification and
sedimentation of rivers, reservoirs and dams for better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keywords：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oil erosio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land degradation;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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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盆地起沙风风况与输沙势特征
胡光印1*，董治宝2，张正偲1，周明3，尚伦宇4，高艳红4
（1.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730000，兰州；2.陕西师
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710119，西安；3.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30000，武汉；4.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730000，兰州） 1

摘要：本研究采用玛曲县河曲马场实测的风速、风向数据（每小时记录），对该地区起沙风的风况进行了分
析。分析发现：该地区年平均风速为 2.59 m/s，春季风速最大，其平均风速为 3.14 m/s。而夏季、秋季和
冬季的风速相对较小且相差不大，平均风速分别为 2.45、2.24 和 2.53 m/s。
起沙风占全年风速记录的 8.75%，
主要来自 WNW、NE 和 NNE 三个方向，分别占起沙风的 26.23、16.70 和 15.27%。通过对输沙势的计算发现：
若尔盖盆地的年输沙势为 66.44 VU，属于低风能环境（≤200 VU）；年合成输沙势为 36.22 VU，合成方向
为 155°（SSE）；年输沙势的方向变率指数（RDP/DP）为 0.55，属于中变率（0.3-0.8）；从方向上来看，
年输沙势主要来自于 WNW，占年输沙势的 37.36%；其次为 ENE，占 16.08%。该地区的输沙势还存在明显的
季节变化特征：春季输沙势最大，为 31.58 VU，占年输沙势的 47.54%；其次是冬季，输沙势为 19.91 VU，
占全年的 29.96%。春季和冬季合成输沙势的方向分别为 155°（SSE）和 122°（ESE），该地区的风沙运移
方向与年合成输沙势的方向（SSE）基本一致。
关键词：若尔盖盆地；起沙风；输沙势；沙漠化；黄河源区；青藏高原

The regime of sand driving wind and sand drift potential in Zoige
Basin,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Hu Guangyin1, Dong Zhibao2, Zhang Zhengcai1, Zhou Ming3, Shang Lunyu4, Gao Yanhong4
(1. Key Laboratory of Desert and Desertificatio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730000, Lanzhou,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710119, Xi’an, China; 3. China Gezhouba
Group Company Limited, 430000, Wuhan, China; 4. Key Laboratory for Land Surface Process and Climate Change in Cold and Arid
Re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730000, Lanzhou,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ourly recorded wind data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we analyzed the
regime of sand driving wind and sand drift potential in the Zoige Basin. It shows that the annual
wind speed is 2.59 m/s. The wind speed in spring is maximum (3.14 m/s), and the speed in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are relatively light with a speed of 2.45, 2.24 and 2.53 m/s,
respectively. Sand driving winds account for 8.75% of annual wind speed records, mainly coming
from WNW, NE and NNE, accounting for 26.23, 16.70 and 15.27% of the total sand driving wind
records. The calculated drift potential (DP) according to Fryberger’s method shows that the annual
drift potential is 66.44 VU, belonging to low wind energy environment (≤200 VU), and t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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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若尔盖盆地土地利用/覆盖变化
（LUCC）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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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sultant drift potential (RDP) is 36.22 VU with resultant direction of 155°（SSE）.
Directional variability index (RDP/DP) is 0.55, which belongs to intermediate directional
variability (0.3 < RDP/DP < 0.8). The annual drift potential mainly comes from WNW and ENE,
accounting for 37.36 and 16.08% of the annual total, respectively. The drift potential in this region
shows obvious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highest in spring (31.58 VU) and followed by
winter (19.91 VU), accounting for 47.54 and 29.96% of the annual valu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ant direction of drift potential in spring and winter are 155°（SSE） and 122°（ESE）,
respectively. The direction of sand migration in this the Zoige Basin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nnual resultant drift direction (SSE).
Key words: Zoige Basin; Sand driving wind; Sand drift potential; Aeolian desertification;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Tibetan Plateau
[1-3]

[4, 5]

[6-8]

、风沙地貌 等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青藏高原高寒地区沙漠化 、风沙灾害
方面的研究在近十多年来不断得到加强，并已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目前在风沙地貌方面
的研究发现：青藏高原的风沙地貌具有面积小且分布零散，风沙地貌类型简单，风沙地貌形
[9]
成时间较短，风沙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较为敏感等特征 。风力作为风沙地貌形成和演化
的最主要驱动力，无论是在沙漠化过程还是风沙灾害方面，风力都是最为重要的驱动因素。
然而，由于青藏高原地域辽阔且自然条件严酷，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目前对于青藏高原风沙
分布地区的风况观测数据非常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青藏高原风沙活动特征的
认知。
根据青藏高原风沙分布地区的不同地貌特征，可将风沙分布归纳为四类：干旱盆地风沙
地貌，如柴达木盆地等；河谷风沙地貌，如雅江河谷等；湖滨风沙地貌，如青海湖等；山麓
[9]
风沙地貌，如普若岗日等 。若尔盖盆地的风沙属于河谷风沙地貌，这是由于该地区的黄河
及其支流黑河和白河对风沙地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若尔盖盆地具有具有典型的盆地
特征，但由于青藏高原面积较大，东西向和南北向的跨度较大，导致其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
差异非常大。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柴达木盆地的北部年均降水量不足 50 mm，属于极干旱地
[3]
区。然而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若尔盖盆地年均降水量高达 600-700 mm，属于半湿润区 。这
就导致了若尔盖盆地内的风沙地貌分布面积相对较小，且多以斑块状出现（图 1）。风沙分
[10]
布面积仅占盆地面积的 4% 。在若尔盖盆地，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该地区的沙漠化经
[10, 11]
。然而，风力作为风沙活动的直接驱动力，在该地区确少
历了快速的发展和逆转过程
有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用每小时记录的风速风向数据，对起沙风风况和输沙势的特征进行
分析，以期为该地区的沙漠化防治和风沙地貌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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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若尔盖盆地的风沙活动（a 若尔盖县嫩哇乡沙地，拍摄于 2007 年 9 月；b 若尔盖县麦溪乡沙地，拍
摄于 2017 年 10 月）
Fig.1 Aeolian activities in the Zoige Basin (a. Aeolian sandy land in Nenwa Villege, Ruoergai
County. Picture was taken in September 2007; b. Aeolian sandy land in Maixi Villege, Ruoergai
County. Picture was taken in October 2017)

1 研究区概况
若尔盖盆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部，是黄河源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1）。若尔盖盆地是
[12]
在青藏高原抬升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断陷盆地，形成于新生代晚期 。该盆地东抵岷山，西临
阿尼玛卿山，北起尕海湖，南抵邛崃山，地理坐标为 101°30′16″～103°22′3″，32°
2
17′46″～34°7′27″N。若尔盖盆地面积为 19 400 km ，平均海拔在 3500m左右。地貌类
型以宽谷、缓丘为主，由于地面平坦低洼，水流不畅，形成大面积湿地。高原丘陵草甸面积
广阔，黄河及其支流河谷平坦，谷地开阔，牛轭湖星罗棋布。盆地内除黄河以外，较大的河
流主要有黑河、白河和贾曲，他们都发源于若尔盖盆地的南部，自南向北流淌并最终汇入黄
河（图 1）。
若尔盖盆地属高寒温带湿润气候，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0.6～1.1℃，极
端最高温度 24.6℃，极端最低温度-33.7℃。由于气温较低，该地区为植被生产力低值区。
该区植被类型主要有沼泽植被、草甸植被、灌丛植被、寒漠植被以及少量的森林植被。年日
照时数 2573h，全年降水 654～780mm，降水主要集中在 5~9 月，占年降水量的 70%以上，呈
现出雨热同季的气候特征。年蒸发量达 1 100～1 273mm，相对湿度 70%左右。季风主要为东
-1
-1
北、西南风，平均风速 2.4ms ，最大风速可达 40 ms ，大风日数多达 200 天左右，最大冻
土深度 74cm。气候特征体现为四季不分明，春季气温回升缓慢，倒春寒频繁，解冻期长。
该地区主要以放牧为主要经济活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若尔盖盆地还是一片广袤的
[13]
原始沼泽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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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若尔盖盆地区位图
Fig.2 Location map of the Zoige Basin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风速风向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若尔盖高
原湿地生态系统研究站，气象站地理坐标为：33°55.29′N，102°09.04′E（图 2）
。风速
风向数据的采集频率为每小时一次。风速传感器为英国 Gill 的 WindSonic 超声波风速风向
传感器，WindSonic 是一款 2 轴超声波风速传感器，通过一个串行或两个模拟输出提供风速
和风向数据，它具有固态超声波技术的众多优点。该风速传感器的风速测量范围为 0-60 m/s，
分辨率为 0.01 m/s；风向范围为 0-359°，分辨率为 1°。本研究采用的数据记录时段为 2017
年全年，即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2 输沙势计算方法
[14]
本研究采用Fryberger提出的输沙势计算公式来进行计算 ：
2
DP=V (V-V t )t
式中DP为输沙势，是一个矢量单位（VU）；式中V表示大于起沙风的风速，单位为节（knot）；
V t 为临界起动风速，单位为节；t为起沙风累计作用时间，用起沙风出现频率来表示，即起
沙风出现的次数与总观测次数的百分比。通过矢量合成的办法，可将 16 个方位的输沙势进
行合成，并得到最终的合成的输沙势及其方向，即合成输沙势（RDP）和合成输沙方向（RDD）。
合成输沙势与潜在输沙势的比值（RDP/DP）称为方向变率指数，可以反映起沙风的方向变率。

3 结果与分析
通过 2017 年全年的风速风向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该地区年平均风速为 2.59 m/s，春
季风速最大，其平均风速为 3.14 m/s。而夏季、秋季和冬季的风速相对较小且相差不大，
平均风速分别为 2.45、2.24 和 2.53 m/s。起沙风占全年风速记录的 8.75%，主要来自 WNW、
NE 和 NNE 三个方向，分别占起沙风的 26.23、16.70 和 15.27%。该地区年输沙势与各季节输
沙势的大小以及合成输沙势的大小和方向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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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若尔盖盆地年输沙势与各季节输沙势玫瑰图
Fig.3 The annual and seasonal sand drift potential rose in the Zoige Basin

根据输沙势（DP）的大小，Fryberger将风能环境分为低能（＜200 VU）
，中能（200～
[14]
400 VU），和高能（＞400 VU）环境 。若尔盖盆地的年输沙势为 66.44 VU，属于低风能环
境（＜200 VU）；年合成输沙势为 36.22 VU，合成方向为 155°（SSE）；年起沙风主要来自
于WNW，该方向的输沙势占年输沙势的 37.36%；其次为ENE，占 16.08%。
Fryberger 还提出起沙风方向变率的概念，即合成输沙势与输沙势的比值（RDP/DP），
用于反应一个地区的风向组合特征。当变率指数＜0.3 时，为高变率，一般对应复杂风况；
当比率为 0.3～0.8 时，为中变率，一般对应钝双峰或锐双峰风况；当比率＞0.8 时，为低
变率，风向较为单一，一般对应窄单峰或宽单峰风况。若尔盖盆地年输沙势的方向变率指数
（RDP/DP）为 0.55，属于中变率（0.3～0.8）。
该地区的输沙势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异：春季输沙势最大，为 31.58 VU，占年输沙势的
47.54%；其次是冬季，输沙势为 19.91 VU，占全年的 29.96%。秋季和夏季相对较小，分别
为 18.20 和 4.29 VU。春季和冬季合成输沙势的方向分别为 155°（SSE）和 122°（ESE），
该地区的风沙移动方向与年合成输沙势的方向（SSE）基本一致。在输沙势较大的春季和冬
季，其输沙势的方向变率指数（RDP/DP）分别为 0.63 和 0.80，分别属于中变率和低变率。

4 结论与讨论
从整个青藏高原来看，若尔盖盆地的输沙势相对较小（66 VU），属于低风能环境，这与
[15]
共和盆地的输沙势（87 VU）比较接近 。尽管如此，这两个区域的风沙活动确大不相同。
这是由于共和盆地降水量为 300～400 mm之间，属于高寒干旱、半干旱气候。而若尔盖盆地
年均降水量接近 700 mm，属于高寒半湿润气候，这就导致了两个盆地的植被覆盖状况和土
壤湿度都存在很大差异，从而进一步影响到风沙活动的强度，因为土壤湿度越大，风蚀的启
[16]
动风速也相应增大 。但青藏高原其它风沙地区的输沙势都远大于若尔盖盆地，如红梁河风
[17]
[18]
[19]
沙活动地区（250 VU） 、青藏铁路的错那湖段（491 VU） 、青藏铁路格拉段（＞250 V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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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以及柴达木盆地（199～328 VU） 。但在通天河七渡口处的输沙势（93 VU）确相对较小 ，
这或许和局地地形的影响有关。由此可见，若尔盖地区的沙漠化治理相对于青藏高原其它地
区而言，是较为容易治理的，对于大部分沙化草地，仅需减少人为干扰，减少放牧数量就能
[11]
达到沙漠化草地恢复的目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尔盖盆地很多草地的土壤类型属于沙质
[22, 23]
。如果表层的现代
土壤，当前长势良好的草地下伏大量的全新世早期和晚期的风成砂
土壤层遭到破坏，下伏的沙源将会在冬春季节干燥多风的环境下被风吹蚀，从而形成风沙地
貌景观，如图 1 所示。
从起沙风风向来看，若尔盖盆地起沙风主要来自于WNW，这与青藏高原上大部分风沙分
[15, 20]
，这也与整个青藏高原的冬、春季节的风场方向基本一
布地区的起沙风风向大致相同
[3]
致 。若尔盖盆地的输沙势呈现出明显的季节差异，起沙风主要发生在冬季和春季，这和青
藏高原的其它地区乃至我国北方大部分风沙地区的季节变化规律一致。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研究站，笔
者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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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流域洪氾災害範圍劃設
許淳晴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碩士研究生
陳金諾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合作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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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高屏溪流域為研究對象，應用已建立之地文性淹排水模式，進行淹水潛勢
、淹水深度、淹水體積及淹水時間之模擬演算，進一步將模擬演算結果配合土地利用及
其產值進行淹水風險分析，並依據風險分析進行流域洪氾區劃設。由研究結果顯示，地
文性淹排水模式可合理模擬高屏溪流域之淹水現象及河道流量，高風險之洪氾區主要分
布於旗山溪、荖濃溪及高屏溪匯流與荖濃溪及隘寮溪匯流之區域。研究成果可提供相關
單位進行流域管理與洪氾災害防治及應變決策研擬之參考，提升政府對於洪氾災害之防
救能力。
關鍵字：洪氾災害、地文性淹排水模式、洪氾災害範圍劃設。

一、前言
臺灣位於西太平洋最活躍的熱帶氣旋形成區，每年夏、秋季平均有三至四次颱風侵
襲台灣，颱風豪雨期間，高強度降雨造成下游沖積平原和城市地區嚴重淹水災害，造成
人民生命與財產損失，再加上近年來全球暖化速度加劇，以致氣候變遷幅度及頻率增加
，使得極端水文現象頻繁，加劇颱洪期間所造成淹水災害。為了瞭解不同降雨特性所造
成淹水災害及淹水風險之影響，本研究以高屏溪流域為研究對象，應用已建立之地文性
淹排水模式，以重大颱洪事件為研究案例進行淹水潛勢、淹水深度、淹水體積及淹水時
間之模擬演算，將演算結果配合土地利用及其產值進行淹水風險分析，並依據風險分析
進行流域洪氾區劃設。將研究結果提供相關單位進行流域管理與防治災害之應變參考，
並提升防救災能力。
二、研究方法及區域
1. 研究方法
地文性淹排水模式是依集水區地形地貌(如草原、灌木林、漁塭、道路、排水路等)
及水系畫分成許多網格分區(cell)，淹水模式模擬降雨逕流在集水區中之傳播過程，每
一格區之水位變化應滿足水流連續方程式及流量律演算。水流連續方程式如(1)式所示：
Asi

dhi
= Pi (t ) + ΣQi , k (hi , hk )
dt

(1)

式中， Asi ＝ t 時刻 i 格區之水面的水表面積； Pi = t 時刻 i 格區之降雨量(降雨強度 × i 格區
的面積)； Qi , k =由 k 格區(相鄰於 i 格區)流進 i 格區之流量； hi = i 格區之水面高程； hk = k
格區之水面高程。而各格區間之水流交換可視格區交接處之狀況選擇適當之流量律。相
鄰兩格區間無局部障礙物(如田埂、道路、跌水等)，則可視為漫地流式的流動，並應用
曼寧公式計算兩者間之流量，格區之連接形式稱之為川流連接型；二格區間有道路、田
埂或跌水等，則可視為寬頂堰，並應用堰流公式來計算二格區之流量，稱之為堰流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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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依地形地貌劃分成若干格區，每一格區可有如(1)式之水流連續方程式，格
區間之交換流量則以適當之流量公式計算，故需聯立求解各格區之連續方程式及格區間
之流量以建立淹水模式。本研究以顯式有限差分法離散化(2)式，可得：
∆hi =

( Pi j + ∑ Qi ,jk ) ⋅ ∆t
k

(2)

Asij

j
j
j
A、
si Pi 及 Qi , k 各為 i 格區在 t 時間之水平面積、降雨強度及由 k 格區流入 i 格區之流量；∆t

j

為 t j 時間至 t j +1 時間之時距； ∆hi 為 i 格區在 ∆t 時間中之水位增量。
2. 研究區域
本研究區域以高屏溪流域為研究對象，高屏溪流域之流域面積約為 3,257 km 2 ，全
長 171km，主要支流有荖濃溪、旗山溪、隘寮溪，其中以荖濃溪為最大。研究區域如圖
1 所示。高屏溪降雨之空間分布極不平均，為消除雨量站不均勻或採用單一雨量站所造
成演算結果之誤差，本文利用高屏溪流域內 28 個雨量站之降雨資料，以徐昇多邊形法
(Thiessen polygons method)劃分各雨量站之控制面積。各雨量站控制面積內計算格區之
降雨量，採用該雨量站之降雨資料。本研究區域所採用之雨量站與各雨量站之控制面
積，如圖 2 所示。
3. 計算網格建立
利用數值高程資料，應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ArcMap，並配合使用 ArcMap 之空間
分析(spatial analysis) 及水文模組，依據集水區之高程、坡度、窪蓄等地形資料並套疊
集水區之道路系統及排水路系統與流域內之土地利用圖，將集水區劃分為 17635 個格區
並計算格區之屬性資料。高屏溪流域之計算格區劃分，如圖 3 所示。

圖 1 研究區域圖

圖 2 雨量站與各雨量站之控制面積

圖 3 研究區域計算網格

三、結果與討論
1.模式驗證
本文以地文性淹排水模式模擬 2009 年莫拉克颱風所造成高屏溪流域之淹水現象，
並將颱風期間最大淹水深度與河道流量之模擬結果，與淹水調查之範圍及高屏溪里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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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水文站之流量觀測資料進行比較與模式驗證，如圖 4 與圖 5 所示。由圖 4 與圖 5 之比
較顯示，地文性淹排水模式所模擬颱風豪雨之最大可能淹水深度及淹水範圍與淹水調查
結果吻合，且模式之河道流量模擬與水文站觀測流量亦接近，顯示模式可合理模擬高屏
溪流域之淹水現象及河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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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實際調查與模擬洪氾區之比對

圖 5 流量驗證

2.淹水模擬
本研究應用地文性淹排水模式，以凡那比及蘇迪勒颱風進行淹水模擬，凡那比及蘇
迪勒颱風之淹水模擬結果如圖 6 及圖 7 所示。

圖 6 凡那比颱風最大淹水深

圖 7 蘇迪勒颱風最大淹水深

3.洪氾劃設分析
本研究依據地文性淹排水模式模擬結果為基礎，考慮淹水深度、淹水時間、土地利
用、產值、淹水損失等因子，評估淹水風險，依據淹水風險進行洪氾區劃設分析。淹水
損失大小通常與淹水深度、淹水時間有關，不同淹水深度及淹水時間其損失亦不同，因
此本研究評估淹水損失時考慮不同淹水深度及淹水時間之影響，將淹水深度及淹水時間
分成五個級距，依據不同淹水深度及淹水時間級距給定淹水深度及淹水時間指標，如表
1 所示。研究區域內有各種不同之土地利用型態，而各類別之土地利用的產值亦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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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本文依據研究區域內之土地利用型態給定淹水損失指標如表 2 所示。將淹水深度、
淹水時間與土地利用之損失指標乘積，並將淹水損失指標除以最大水損失指標，而獲得
淹水風險。各颱洪事件之淹水風險結果如圖 8 與圖 9 所示。進一步淹水風險圖套疊分析，
進而進行洪氾區劃設，洪氾區劃設如圖 10 所示。
表1淹水深度與淹水時間指標分級
淹水深度(m)
0-0.3
0.3-0.5
0.5-0.75
0.75-1
1-1.5
>1.5

深度指標
0
1
2
3
4
5

圖8 凡那比颱風淹水風險

淹水時間(hr)
0
1-6
7-12
13-18
19-24
>24

表2土地利用指標分級
時間指標
0
1
2
3
4
5

圖9 蘇迪勒颱風淹水風險

土地利用
河道
其他用地
農業用地
魚塭用地
住宅區
建築用地
工業區

指標
0
1
2
3
4
5

圖10 洪氾區劃設

四、結論
1. 模式驗證之結果顯示，模擬演算之結果與實際淹水調查結果吻合，且河道流量模擬
與水文站觀測流量亦接近，顯示模式可合理模擬高屏溪流域之淹水現象及河道流量。
2. 由各颱洪事件淹水風險圖套疊進行洪氾區劃設，將高度重疊之淹水風險區域劃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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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之洪氾區，其為發生機率較高的洪氾區，未重疊之區域為特定水文條件下之
洪氾區，相對而言為發生機率較小之洪氾區。
3. 利用淹水風險之概念進行洪氾區劃設，結果顯示高風險之洪氾區主要分布於旗山
溪、荖濃溪及高屏溪匯流與荖濃溪及隘寮溪匯流之區域，未來可加強該地區之防洪
措施。
五、參考資料
1. 經濟部水利署(2012)103年度高屏溪流域疏濬工程成效評估。
2. Ching-Nuo Chen, Samkele S. Tfwala (2018),“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Land
Subsidence on Inundation Risk”Water, 2018, 10,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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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质地工程堆积体细沟侵蚀形态及其与侵蚀产沙的关系研究
张恒1，高照良1,2,3※，唐林1,2,3，牛耀彬1，陈卓1，苏媛1,2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712100，杨凌；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712100，杨凌；3. 水利部
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12100，杨凌)
摘要：为探究不同质地工程堆积体坡面细沟形态与水动力学参数及产沙间关系，选取沟宽、沟深、宽深比等作为细沟形态参
数，设定放水流量 8、12、16、20 L/min 和 32°条件下进行冲刷试验。结果表明：1）二者沟宽、沟深均随冲刷历时延长呈
增大趋势，随放水流量增大增幅先急后缓；2）二者宽深比变化呈先波动（0～24 min）后（24 min～45 min）平稳的变化趋
势，宽深比最终稳定值红土堆积体较塿土堆积体小；3）二者沟宽、沟深与冲刷历时拟合函数关系各异，红土堆积体可用线
性函数表示，而塿土堆积体可用对数函数描述；4）径流剪切力更适合描述红土堆积体沟深发育状况，而径流功率更能体现
塿土堆积体沟宽发育过程；5）沟宽显著影响红土堆积体坡面侵蚀产沙，而沟深则对塿土堆积体侵蚀产沙影响显著。该研究
可为不同质地工程堆积体坡面细沟侵蚀机理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红土；塿土；放水冲刷；工程堆积体；细沟形态；水动力学参数；产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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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ll morphology, hydrodynamic parameters and
sediment yield of different engineering accumulation
※

Zhang Heng1, Gao Zhaoliang1,2,3 , Tang Lin1,2,3, Niu Yaobin1,2 , Yang Shuai1,2,Bai Hao1,Chen Zhuo1,Su Yua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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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ope rill morphology, hydrodynamic parameters and
sediment yield of engineering accumulation with different textures, selecting rill width, rill depth and width depth
ratio as rill basic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In water flow 8, 12, 16, 20 L/min and scour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32 °, contrast study of red soil and Lou soil erosion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wo accumulation slope rill width and deep development with the extension of diachronic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e, increases with the water flow both increase first ;2) The rill width/depth ratio of the two types of
accumulations showed a first fluctuating (0~24 min) and then stable trend (24 min~45 min), and the final stable
value of the it was red soil less than lou soil;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ll width and rill depth of two types of
accumulation varies with the scour time. The linear function can be used to express the red soil accumulation, and
the logarithmic function can be used to express the lou soil accumulation ;4) Runoff shear force is more suitable to
describe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red soil accumulation, and runoff power can better reflect the width
development of lou soil accumulation ;5) The rill width and rill depth of the two types of accumulation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slope erosion and sediment yield. For the red soil accumulation , the rill width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while for the lou soil accumulation , it is the opposite.
Key words: red soil; lou soil; soil erosion; engineering accumulation; rill morphology; hydrodynamic parameters;
sediment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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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活动中开挖和堆垫形成了大量下垫面结构复杂、抗蚀性差 [1]的工程堆积体，其主要由平台和
坡面构成 [2]，在平台汇流作用下，坡面极易发生侵蚀强烈的沟蚀
土壤质地影响，其侵蚀产沙特征又主要取决于水动力学特性

[3]

。沟蚀主要受坡面水流的水力学特性和

[4]

，且细沟形态与水动力学特性及侵蚀产沙相

互影响 [5]。一方面，径流冲刷不断塑造细沟形态，另一方面，细沟形成使得径流不断汇集，挟沙能力增强，
又促进了细沟的发育 [6]。三者之间作用机理复杂，近年来，有关细沟形态与水动力学特性、侵蚀产沙间的
关系研究已成为研究热点 [7-89]。
[10]

另外，土壤是影响坡面沟蚀的主要内因

，其质地不同，抗冲抗蚀性不同，有关不同质地土壤细沟

形态发育与侵蚀产沙的研究很多，主要聚焦于：1）细沟的测量指标和形态指标以及各指标在不同试验条
件下的变化趋势分析 [11- 1213-1415]；2）坡面沟蚀中水沙过程的发育状况探究 [16-17]；3）单一土壤条件下，细
沟形态演变与坡面产沙关系的研究

[18- ][19]20[21]

，从中也发现了不同质地土壤其细沟侵蚀形态发育趋势、侵

蚀产沙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但研究大多集中分析坡面细沟的最终形态，较少研究细沟形态变
化过程与产沙间的关系，且试验研究材料大多单一，缺乏横向对比

[22]

，限制了研究成果的适用性。

基于此，本文采用野外放水冲刷试验，通过对南方典型土壤—红土和北方—塿土形成的堆积体进行研
究，对比分析两种工程堆积体坡面细沟形态的动态变化差异，探究水动力学参数与细沟形态、细沟形态与
产沙间的内在联系，明确土壤质地、流量对细沟侵蚀的影响，为坡面水土流失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小区位于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杨凌水土保持野外科学试验站内，海拔介于 431～559
m，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2.9 ℃ ，年均降水 635.1 mm，年均蒸发为 1505.3 mm，主
要植被类型有沙棘、杜仲、元宝枫，土壤类型为壤质塿土。
1.2 试验材料
红土采自江西景德镇的红土堆积体（116°25′21″ E、29°24′14″ N），塿土源自陕西杨凌的弃土堆积体
（108°07′21″ E、34°20′25″ N）。土样自然风干后过 10 mm 筛子剔除杂质，回填于径流小区待试验使用。采
用马尔文激光粒度仪进行粒径组成测定，采用美国制划分粒级。土壤颗粒组成见表 1。
表1
Tab. 1

土壤颗粒组成

Soil particle composition
粒径组成 Particle composition /%

土壤质地
Soil texture

<0.002

0.002～0.02

0.02～0.05

0.05～0.1

0.1～2.0

红土 Red soil

21.32

35.33

40.59

2.02

0.74

塿土 Lou soil

20.26

30.05

38.45

9.77

1.47

1.3 试验设计与观测
试验放水流量依据采样两地暴雨产流在试验小区上产生的单宽流量得到，设定 8、12、16、20 L/min 4
个流量梯度，试验坡度基于现有对工程堆积体的研究成果

[23-24]

，选取试验坡度为 32°，本试验共进行 8

场。
试验小区采用铝塑板分割，规格为长×宽为 8 m×1 m，覆土厚 0.5 m，铝塑板高出坡面 0.1 m。为控制
试验小区本底相近，试验前对 8 个小区同时进行覆土回填和坡面整理。为保证试验前每个试验小区土壤含
水量基本一致，试验前在坡面均匀撒水使土壤饱和，静置 24 h；对于放水流量，试验前进行 3 次率定使得
误差不超过 5%。为了便于细沟参数的测量，在坡面设置 8 个间隔为 1 m的观测断面，在各观测断面 0～20
※通信作者：高照良，男，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水土工程和荒漠化防治。Email：gzl@ms.isw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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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处取土测得初始容重在 1.23 g/cm3～1.46 g/cm3，均值 1.33 g/cm3，质量含水率在 15.3%～18.4%，均值
16.8%。
试验持续 30 min，待坡面产流后计时，前 3 min内每 1 min测量一次稳定断面流速、水深、沟宽、沟深
并接取泥样 1000 ml，此后每 3 min测定一次。当遇到多条细沟同时存在时，分别记录各个细沟的流速、水
深、沟宽、沟深，取平均作为此断面的实测数据。坡面水流流速采用示踪法 [25]结合仪器（QYLS-303）进
行测量，实测值得 0.75 倍作为断面平均流速

[[26]]

，沟宽、够深的获取采用精度为 1 mm的钢尺测量，试验

前后稳流槽中水温的均值作为试验水温。试验放水冲刷装置示意图见图l。

图1

试验放水冲刷装置示意图

Fig.1 Layout of field scouring experiment
1. 蓄水捅 2. 水阀 3. 恒压捅 4. 溢流管 5. 流量计 6. 溢流槽

7. 观测断面 8. 试验小区 9. 集流桶 10. 坡度

1. Storage tank 2.Valve 3. Consatant barrel 4. Overflow pipe 5. Flowmeter 6. Overflow tank 7. Obervations section 8. gradient 9. Experiment
plot 10. Collectig bucker

1.4 数据处理
1）土壤剥蚀率D r ：坡面在水流冲刷下单位时间、单位长度上的产沙量 [27]，公式为：

Dr =

M
bLT

（1）

式中：D r 为土壤剥蚀率，kg/m2·s ；M为T时段内的产沙 量，kg；b为过水断面宽度，m；L为试验小
区坡长，m。
2）水流剪切力τ：引起土壤颗粒分离并输移泥沙的径流冲刷力 [28]，公式为：

τ = ρ gRJ

（2）

式中：τ为径流剪切力，Pa；ρ为浑水密度，kg/m3；g为重力加速度，9.8m/s2；R为水力半径，m,由于坡
面水流为薄层径流，可用平均水深代替；J为水力坡度，m/m，可用坡度的正弦值近似代替。
3）水流功率ω：作用于单位面积的水流所消耗的功率 [29]，公式为：

ω = τυ
式中：ω 为径流功率，N/(m•s)；υ 为坡面平均水流流速，m/s
数据处理及图形绘制使用 Excel2010、SPSS19.0、Origi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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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结果分析
2.1 细沟形态的发育过程
2.1.1 沟宽的发育过程 点绘不同流量条件下两种堆积体坡面沟宽随冲刷历时的变化过程（图 2），图中两
种堆积体沟宽随冲刷过程持续，总体呈增大趋势。不同流量条件下，塿土沟宽发育差异显著，红土不明显，
两种堆积体沟宽最终稳定值不同，红土和塿土最终稳定依次为 13.7～20.9 cm、8.8～21.1 cm。红土沟宽在
前 6 min 内急剧上升，6～18 min 发育平稳，后 27 min 呈增幅较缓的上升趋势，沟宽发育主要集中在 0～
24 min，其发育深度占总深度的 47.9 %～65.7 %；塿土沟宽前 6 min 内上升迅速，而后增幅较缓，0～24 min
发育宽度占总宽度的 58.7 %～91.9 %。
红土堆积体沟宽均值按放水流量递增依次为 11.4、11.5、13.9、14.5 cm，与 8 L/min 相比分别增加了
0.8 %，21.9 %，27.2 %；而塿土堆积体沟宽均值按放水流量递增依次为 8.5、8.8、13.8、17.7 cm，与 8 L/min
相比分别增加了 3.7 %、62.4 %、108.2 %，表明沟宽随流量增大呈显著增大趋势，但当流量增至一定值后，
其促进沟宽发育的作用减弱。小流量条件下（8、12 L/min），红土堆积体边坡沟宽均值大于塿土，大流量
时（16、20 L/min）相反，说明放水流量的增大使塿土堆积体边坡细沟更易横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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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两种土壤的沟宽发育过程

Rill width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oils

以冲刷历时为自变量，沟宽为因变量拟合二者间的函数关系（表 2），表中沟宽与冲刷历时在红土堆积
体上呈良好的线性函数关系，在塿土堆积体上呈良好的对数函数关系，表明红土和塿土工程堆积体可以分
别用沟宽与冲刷历时的线性函数和对数函数关系来描述沟宽的动态发育过程。表 2 中两种堆积体拟合方程
的系数均随流量增大而增大，说明流量增大使沟宽发育速率增大。
表2
Tab.2
土壤质地
Soil texture

两种土壤沟宽与冲刷历时拟合函数

The fitting function of two kinds of soil rill width and scour duration
放水流量

拟合方程

决定系数

Flow discharge/(L •min )

Fitting funct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R2)

8

y = 0.128x + 8.690

0.893**

12

y = 0.231x + 6.604

0.919**

16

y = 0.239x + 8.895

0.927**

-1

红土
Re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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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y = 0.337x + 7.294

0.975**

8

y = 2.620ln(x) + 1.516

0.807**

塿土

12

y = 1.038ln(x) + 6.021

0.689**

Lou soil

16

y = 3.689ln(x) + 3.973

0.879**

20

y = 3.779ln(x) + 7.679

0.944**

注：y 为沟宽；x 为时间（**p<0.01，n=68，下同）
。
Note：y indicates rill width; x indicates water discharge time;(number of samples n=17, **indicates p<0.01,the
same below).
2.1.2 沟深的发育过程 点绘不同流量条件下两种堆积体沟深随冲刷历时的变化过程（图 3），图中两种堆
积体沟深随冲刷过程持续，总体呈增大趋势。两种堆积体沟宽的发育在小流量（8、12 L/min）和大流量（16、
20 L/min）下差别不显著，但当流量从小流量增至大流量时，沟深发育明显。两种堆积体沟深前 24 min 内
的发育迅速、增幅较大，红土堆积体发育深度占总深度的 46.0 %～80.7 %，塿土堆积体发育深度占总深度
的 55.9 %～82.4 %。
红土堆积体沟深均值按放水流量递增依次为 6.1、7.9、
13.8、
11.9 cm，与 8 L/min 相比分别增加了 29.5 %，
126.2 %，95.1 %；而塿土堆积体沟深均值按放水流量递增依次为 6.6、7.8、12.4、12.9 cm，与 8 L/min 相
比分别增加了 18.2 %、87.9 %、95.5 %，这表明沟深随流量增大呈显著增大趋势，但当流量增至一定值后，
其促进沟深发育的作用减弱。整体来看，小流量条件下（8、12 L/min），红土堆积体边坡沟深小于塿土，
而大流量时（16、20 L/min）则相反，说明放水流量的增大使红土堆积体边坡细沟更易向纵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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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两种土壤的沟深发育过程

Rill 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oils

以冲刷历时为自变量，沟深为因变量拟合二者间的函数关系（表 3），表中沟深与冲刷历时在红土堆积
体上呈良好的线性函数关系，而在塿土堆积体上呈良好的对数函数关系。表明红土和塿土堆积体可分别用
沟深与冲刷历时的线性函数和对数函数关系来描述沟深的动态发育过程。表 3 中两种堆积体其拟合方程的
系数均随着流量的增大而增大，说明流量的增大使沟深发育的速率变大。
表3
Tab.3

两种土壤沟宽与冲刷历时拟合函数

The fitting function of two kinds of soil rill depth and scour 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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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质地

放水流量
-1

Soil texture

Flow discharge/ (L •min )

拟合方程

决定系数

Fitting funct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R2)

8

y = 0.184x + 2.171

0.952**

红土

12

y = 0.212x + 3.419

0.966**

Red soil

16

y = 0.288x + 7.650

0.904**

20

y = 0.353x + 4.400

0.858**

8

y = 2.550ln(x) - 0.192

0.871**

塿土

12

y = 2.882ln(x) + 0.159

0.892**

Lou soil

16

y = 3.827ln(x) + 2.217

0.710**

20

y = 3.963ln(x) + 2.421

0.918**

注：y 为沟深 。
Note: y indicates rill depth.

2.1.3 宽深比的动态变化过程 细沟侵蚀过程中伴随着下切侵蚀、溯源侵蚀、沿程侵蚀，使得细沟不断变长
拓宽以及加深，其宽深比能够反映坡面径流冲刷过程中细沟沟槽形状的变化过程。点绘不同流量条件下两
种堆积体宽深比随冲刷历时的变化过程（图 4）
，图中两种土壤细沟宽深比在前 0～24 min 处于变化阶段，
24～45 min 处于相对平稳的阶段，且均随冲刷过程的持续呈逐渐减小至平稳的趋势。
� � � � Flow discharge(L•min-1)
16
20
8
12
4.0

4.0

a �� Red Soil

3.0
2.5
2.0
1.5
1.0
0.5

b �� Lou Soil

3.5

��� Width/depth

��� Width/depth

3.5

3.0
2.5
2.0
1.5
1.0

0

6

12

18

24

30

36

42

0.5

48

0

6

�� Time/min

12

18

24

30

36

42

48

�� Time/min

图4

两种土壤宽深比的发育过程

Fig.4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idth depth ratio of two kinds of soil

对比两种堆积体宽深比发育过程，红土堆积体表现为逐渐波动减小至相对平稳的趋势，而塿土堆积体
表现为前期陡增陡降而后期逐渐减小至平稳的趋势。红土堆积体宽深比最终稳定在 0.83～1.93 之间，随流
量增大，宽深比变化明显，与 8 L/min 宽深比相比依次减少了 0.32、0.52、0.40 倍；塿土堆积体宽深比最
终稳定在 0.75～2.60 之间，塿土随流量增大宽深比变化不显著，与 8 L/min 宽深比相比依次减少了 0.03、
0.14、-0.03 倍。
对于两种堆积体来说，当流量增至 16 L/min 时，宽深比均迅速减小，说明此刻细沟主要以下切侵蚀为
主，但红土堆积体减小速度较塿土堆积体更快，减小幅度将近一半；当流量增至 20 L/min 时，宽深比减小
幅度变缓，甚至塿土堆积体出现减小幅度为负的情况，说明此刻细沟侵蚀过程中沟壁失稳坍塌严重，水流
下切能力减弱，重力作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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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水动力学参数与细沟形态的关系
水流剪切力、水流功率等水动力学参数被用来描述坡面径流挟沙能力的大小，而坡面径流挟沙力控制
着坡面侵蚀，影响着坡面细沟的发育程度，同时细沟形态也改变着坡面流的水动力学特性，它们之间存在
互馈过程，故分析坡面流水动力学参数与细沟形态间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坡面细沟侵蚀有着重要作用。
对细沟形态参数和水动力参数进行两两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矩阵（表 5），由表 5 可知径流剪切力、
径流功率与沟宽、沟深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r>0.687，p<0.01），与宽深比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598，
p<0.01），其中红土堆积体水动力参数与沟深关系紧密，相关系数 r>0.722，而塿土堆积体水动力参数与沟
宽关系更为紧密，相关系数 r>0.809。上述结果表明，土壤质地不同，其细沟形态指标与水动力参数间的
密切关系不一。
表5
Tab.5
土质 Soil texture

红土
Red Soil

塿土
Lou Soil

两种堆积体试验参数相关关系矩阵

Correlation matrix of two kinds of accumulation test parameters
τ

土壤

w

w

1.000

d

0.898**

1.000

u

-0.482**

-0.727**

1.000

τ

0.747**

0.750**

-0.556**

1.000

d

u

ω

Dr

ω

0.687**

0.722**

-0.598**

0.966**

1.000

Dr

0.592**

0.639**

-0.544**

0.906**

0.936**

1.000

Sum

0.944**

0.883**

-0.530**

0.853**

0.809**

0.703**

w

1.000

d

0.897**

1.000

u

-0.309**

-0.636**

1.000

τ

0.809**

0.798**

-0.420**

1.000

ω

0.842**

0.779**

-0.338**

0.980**

1.000

Dr

0.552**

0.440**

-0.179*

0.750**

0.796**

1.000

Sum

0.894**

0.946**

-0.473**

0.824**

0.814**

0.472**

Sum

1.000

1.000

注： *p<0.05，N=68， w：沟宽；d：沟深；u：宽深比；τ，径流剪切力；ω：径流功率；Dr：土壤剥蚀率；Sum：累计产沙量。

为了更好描述两种堆积体细沟形态指标与水动力参数间的关系，对沟宽、沟深和水流剪切力、径流功
率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 6）
，发现两种堆积体水流剪切力、水流功率与沟宽、沟深均呈现幂函数关系，其
中径流剪切力更适合描述红土堆积体细沟沟深的发育状况（r>0.806，p<0.01），而径流功率更适合描述塿
土堆积体沟宽的发育状况（r>0.856，p<0.01）。
表6

水动力学参数与细沟形态指标关系

Tab. 6 Relationship between hydrodynamic parameters and rill morphology indexes
土壤类型 Soil texture

参数 parameters

拟合方程 Fitting function

R²

p

红土

d，τ

τ= 5.094 d 1.053

0.650

<0.01

d，ω

ω= 1.396 d 0.982

0.602

<0.01

w，τ

τ= 0.810w 1.695

0.728

<0.01

w，ω

ω= 0.392 w 1.364

0.732

<0.01

Red Soil

塿土
Lou Soil

2.3 细沟形态与侵蚀产沙间的关系
由表 4 可知，红土、塿土堆积体其土壤剥蚀率分别与沟宽、沟深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552）
，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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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深比呈相关性较小的负相关关系（r<-0.544）,为了进一步揭示三者间的联系，点绘了沟宽、沟深与土壤
剥蚀率之间的关系（图 5），由图可知沟宽、沟深与土壤剥蚀率之间的关系均能用幂函数来表示。就发育速
率来说，塿土堆积体坡面沟宽对剥蚀率的影响大于红土堆积体坡面沟深对剥蚀率的作用。
0.4

0.4
y = 0.008x1.107 R² = 0.529 p<0.01

R² = 0.454 p<0.01

�����
soil detachment rate/kg� m-2� min-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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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堆积体与土壤剥蚀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rill morphology parameters and soil denudation rate of engineering accumulation

坡面侵蚀产沙与细沟形态相互影响，其侵蚀过程伴随沟宽拓展、沟深下切、沟长延伸，细沟发育使径
流汇集，冲刷能力增大，泥沙搬运更为强烈。坡面侵蚀产沙过程复杂，为明确细沟形态对累计产沙量的影
响，选取与累计产沙量关系最为密切的沟宽、沟深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7）。由表 7 可知两种堆积
体累计产沙量与二者均存在极显著线性函数关系（r>0.952，p<0.01），方程中参数前的系数表征参数对累
计产沙量的影响大小，就红土堆积体而言，沟宽、沟深对累计产沙量影响依次为 84.9%、15.1%，沟宽的
影响大于沟深，对塿土堆积体而言，依次为 22.5%、77.5%，沟深的影响大于沟宽，说明土质不同，沟宽、
沟深的发育对坡面侵蚀产沙的影响各异。
表7
Tab. 7

累计产沙量与细沟形态参数间的函数关系

Fun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umulative sediment yield and rill morphology parameters

土壤类型 Soil texture

参数 parameters

拟合方程 Fitting function

R²

P

红土 Red Soil

w，d，Sum

Sum=16.387w+2.904d-146.568

0.898

<0.01

塿土 Lou Soil

w，d，Sum

Sum=3.666w+12.627d-71.232

0.906

<0.01

3 讨论
本文中两种堆积体坡面细沟形态参数沟宽、沟深、宽深比的整体变化趋势相似，但也存在差异。红土
和塿土堆积体坡面沟宽、沟深均随冲刷历时延长呈逐渐增大趋势与牛耀彬[19]的研究结果相似，但小流量条
件下，红土堆积体沟宽尺寸较塿土堆积体沟宽大，而大流量条件下红土堆积体沟宽小于塿土堆积体沟宽，
说明红土堆积体坡面更易侵蚀形成细沟，而塿土堆积体坡面一旦形成细沟，其侵蚀产沙以及细沟尺寸将会
急剧增大，与和继军 [30]关于塿土和黄绵土的结论相近，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壤本身物理性质不同，
粘粉粒含量越高其土壤间粘结性越强、入渗性能越差，容易形成超渗产流使得坡面更易被径流冲刷形成细
沟。随放水流量增大，塿土堆积体沟宽比红土堆积体大，而沟深较红土堆积体小，说明塿土稳定性差、抗
蚀能力弱，在高陡边坡具有较大动能径流的冲刷下，沟蚀、壤中流及重力导致的坍塌较红土更为剧烈 [31]。
两种堆积体宽深比呈先减小后平稳的变化趋势，说明随冲刷持续，细沟逐渐由“宽浅式”向“窄深式”发展，
主要由于随冲刷进行，坡面表层细颗粒逐渐被冲刷流失，水流汇聚冲刷能力增强，下切侵蚀加剧；两种堆
积体宽深比随放水流量增大呈下降趋势与倪世民等[6]的结论相似，红土宽深比最终稳定在 0.83～3.53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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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郝浩鑫等[32]对红土的研究成果相差不多，在流量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塿土其宽深比较红土更大，与赵春
红 [33]指出的土壤质地越细，其宽深比越小的结论相近。
由于细沟形态与水动力学特性及侵蚀产沙间相互影响[5]，三者之间关系复杂，径流冲刷使得坡面细沟
开始发育，细沟的汇流作用增大了径流能量，反过来又促进细沟的发育，有学者指出单位水流功率适合描
述红土细沟形态中的沟深与宽深比[6]，与本文中指出的径流剪切力与径流功率更适合描述沟宽、沟深的结
论相似，但红土堆积体水动力学参数与沟深关系密切，塿土堆积体水动力学参数则与沟宽关系密切，究其
原因还是由于土壤质地不同，致使细沟形态发育与水流特性的不同导致。另外有学者指出细沟形态参数与
土壤剥蚀率间具有对数函数关系[21]，与本文中的结论一致，但红土堆积体土壤剥蚀率与沟深关系密切，塿
土堆积体则相反。 对比两种堆积体细沟形态与侵蚀产沙间的关系，发现累计产沙量与多个形态参数之间
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单一细沟形态参数并不能完全描述累计产沙量的大小，其与沟宽、沟深之间存在
线性函数关系，且沟宽、沟深对两种堆积体累计产沙量的贡献不同，说明坡面泥沙的侵蚀与细沟细沟形态
发育具有密切关系，土壤质地影响坡面侵蚀，三者之间相互影响。
由于工程堆积体物质组成不同、堆积形式各异，此次仅探究了两种质地堆积体细沟侵蚀过程，对于完
善整个工程堆积体侵蚀理论体系，还要做很多工作。且此次试验仅在平整过的坡面上进行、放水时间较短，
因此在今后的试验过程中，应继续优化测量方法，纳入更多变量，尝试延长冲刷时间探索在已有沟道基础
上进行多次冲刷试验，分析间歇性放水冲刷试验中细沟侵蚀过程，对比已有研究成果，看其是否还能适用。
局限性大小

4 结论
1.两种质地堆积体沟宽和沟深均随冲刷历时延长，呈增大趋势，前 24min 中沟宽、沟深发育迅速，且
随放水流量增大对其增幅影响效果逐渐减弱。
2. 两种质地堆积体坡面细沟宽深比变化呈现先波动（0～24 min）后（24 min～45 min）平稳趋势，宽
深比最终稳定值红土小于塿土。
3. 两种质地堆积体坡面沟宽与沟深随历时拟合函数关系各异，红土堆积体可用线性函数表示，而塿土
堆积体可用对数函数描述。
4. 径流剪切力更适合描述红土堆积体沟深发育状况，而径流功率更能体现塿土堆积体沟宽发育过程，
且沟宽、沟深对坡面侵蚀产沙影响各异，对红土堆积体而言，沟宽影响显著，对塿土堆积体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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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部第三紀沉積岩區坡面型土石流判釋模式
鍾明修[1] 陳天健[1*] 蘇群雅[1] 尹孝元[2]
摘

要 坡面型土石流常發生於山坡地，對緊鄰的聚落社區具有高危害度，但往往因為規模較小而被忽

略，且坡面型土石流與崩塌不易區分，而難以防範。本研究選以高屏溪及曾文溪流域沉積岩地區中 64 處
坡面型土石流與崩塌之案例，發展坡面型土石流判釋模式，建立土石流的判釋模式及潛勢評估方法。判
是模式應用於台灣中南部 9 處聚落及 10 條溪流，共 35 處坡面型土石流及 49 處崩塌案例，顯示本坡面型
土石流判釋模式可達 82.1%捕捉率。綜合成果顯示本研究發展之地形判釋模式及潛勢分析方法，可提供作
為聚落周緣山坡發生坡面型土石流事件之潛能評估，能早期掌握土石流危險區域，降低災害之衝擊。

關鍵詞:坡面型土石流、崩塌、判釋模式、潛勢模式

Recognition Model of Hillslope Type Debris Flows for Sedimentary
Rock Geolog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Ming-Hsiu Chung[1] Tien-Chien Chen[2] Chun-Ya Su[2] Hsiao-Yuan Yin [3]
Abstract Hillslope type debris flows (HDF) usually occur on hillside and it is highly dangerous to the near
villages. People often ignore HDF due to their little scale. By choosing 64 HDF and landslide cases in the
sedimentary rock area in Gaoping River, the recognition model and occurrence potential model of HDF are
established. The model is compared to 9 villages and 10 streams in southern Taiwan, there are total 35 HDF and
40 landslide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capturing percentage of recognition model could be about 81.8%.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recognition model and occurrence potential model of HDF are
good enough to provide the disaster prediction. And it could be the early prevention and reduce damage from
HDF.

Keyword: hillslope type debris flow, landslide, recognition model, sedimentary rock geology

〔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 通訊作者，tcchen@mail.np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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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劇烈天氣頻繁，山區聚落遭受坡面型土石流(hillslope type debris flow, HDF)災害之襲擊。由於
山區之聚落常緊鄰山坡地，遭受坡面型土石流時，極易形成小災害但高危害度的災害狀況。如 2014 年 7
月 22 日麥德姆颱風橫掃花蓮，造成萬榮鄉馬遠村 8 鄰多戶民宅遭土石流沖毀。
根據國內外學者對於坡面型土石流之研究(Hungr et al.,1984；Iverson et al.,1997；Jakob et al.,2005；

Jomelli et al.,2007；Thomas Glade,2005；Takahashi T,2005；王振宇，2002；林基源，2003；林美
聆等人，2003，2010；陳柏龍，2013)。坡面型土石流的發生區及流動段常沿坡面或坡面上的蝕溝發生，
材料主要來源於坡面沖蝕，但往往因為規模較小而被忽略，且與崩塌(NDF)不易區分，而難以防範。
基於此，本研究應用坡面單元概念發展坡面型土石流與崩塌地之地形判釋模式，且進一步建立坡面
型土石流災害潛勢分析模式，提供未來圈劃坡地危險聚落之參考，並協助於劇烈天氣時之防災預警。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HDF 及 NDF 案例共 64 筆，應用坡面單元概念，圈畫土石流分析單元，再進一步分析因
子資料庫，最後應用費雪區別分析法，建立沉積岩地質區之坡面型土石流判釋模式，而後訂定出土石流
潛勢分級模式。而後，再應用於台灣中南部 9 處聚落及 10 條溪流，共 35 處坡面型土石流及 40 處崩塌案
例進行分析評估。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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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斜坡縱斷面上各個單元

坡面單元劃分方法依應用需求有諸多種劃分方式(李錫堤，2009)。坡面分析單元或稱斜坡單
元(slope unit)有兩種地形定義，一為斜坡縱斷面上的各個最小單元，另一為侵蝕基準以上的整個
斜坡系統，而本研究劃分之分析單元內較為接近第二種定義。
就斜坡縱斷面地形而言，在一個二維的斜坡縱斷面上，以變坡點（breaks of slope）為上下邊
界分割的單元，將山坡分成數個斜坡單元，此單元具有相對較同質的形狀和岩性（Giles and
Franklin, 1998）
，如圖 1，圖中有三個變坡點，將一個斜坡分成四個斜坡單元山脊 A、坡頂 B、坡
腹 C、及坡腳 D。本研究應用此區分法之概念，將分析單元縱斷面分為發生段(AB)，流動段(C)
及堆積段(D)等之微地形。

圖 2 斜坡縱斷面之變坡點示意圖（Giles and Franklin, 1998）

2.侵蝕基準以上的整個斜坡系統（Penck, 1953）

此定義較常被運用在坡地災害研究上，一個小集水區以水系為侵蝕基準，以上的左右兩側斜
坡各被視為一個斜坡單元（Carrara et al., 1991; Xie et al.,2004）。
3.研究區域概況

本研究採用之 64 筆案例，含坡面型土石流及崩塌各 32 筆，位於濁水溪、曾文溪及高屏溪流
域，如圖 3，區域地質方面，濁水溪有車籠埔斷層、初鄉斷層、雙冬斷層等斷層經過，分布地層
主要為泥、沙、礫石之沖積層、頭嵙山層以及卓蘭層等。曾文溪流域斷層線及褶皺軸線大多呈北
北東—南南西走向，經過的斷層包含觸口斷層、六甲斷層、新化斷層以及旗山斷層，分布地層主
要為三民頁岩、紅花子層、長枝坑層、糖恩山砂岩、南庄層及卓蘭層。高屏溪流域之地層與區域
性地質構造大致呈北北東—南南西走向，主要斷層包含隘寮北溪斷層、關山斷層、土壠灣斷層、
高中斷層、潮州斷層以及六龜斷層，潮州斷層與土壠灣斷層以西屬於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分布地
層主要為三民頁岩、長枝坑層、糖恩山砂岩、階地堆積層與冲積層。（中央地質調查所）。

102

圖 3 區域地質圖

4.坡面單元及發生區圈畫

本研究應用災前 DEM (5m*5m) 配合 ArcGIS 之水文模組進行分析單元的產製。
(1)分析單元的圈畫
本研究以發生案例之集水區內溢流點以上之坡面單元作為分析單元，利用 ArcGIS 之水文模組以 1.5 公頃做為及水面
積之門檻值進行產製，再配合陰影圖、流向圖、坡度圖及等高線圖進行分析單元的編修，如圖 4 所示。
(2)發生區圈畫
本研究根據等高線束縮、坡度陡緩陡及向源區三項原則，如圖 4、5、6，進行發生區之圈畫。

圖 4 等高線束縮

圖 5 坡度陡緩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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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向源區

5.因子資料產製

本研究坡面行土石流判釋因子修改自楊婉君(2014)，共選定 19 項因子，包含 3 項材料因子、
7 項水文因子與 9 項地形因子，因子說明如下:
表 1 19 項因子表

特性因子

使用代號

特性因子

使用代號

崩塌潛感面積

LSA

集水區坡面平均坡度

AGW

崩塌潛感面積比

RLSA

發生區坡面平均坡度

AGI

發生區坡面平均坡度比

GRIR

發生區起伏比

CGI

集水區面積

WA

流動段深寬比

DRT

有效集水指標

EWAI

流動段高程差

EDT

形狀係數比

FFR

流動段平均坡度

CST

集水區平均寬度

AW

發生段深寬比

DRI

發生區平均寬度

AWI

流動段起伏比

CGT

發生區形狀係數

FFI

隘口高程比

EDPR

流動段長度

LT

(1)集水區坡面平均坡度(WA)

為採 GIS 空間模組內的坡度分析(Spatial Analysis Slope)，配合集水區內之數值高程模型，計算出
集水區坡面平均坡度，並應用此方法另計算發生區坡面平均坡度。

(2)集水區平均寬度

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產製之集水區面積(WA)與集水區之全長(Lw’)後，即可代入公式計算集
水區平均寬度。

Wo =

WA

式1

Lw ’

發生區平均寬度(Wo)產製亦同於上述方法，發生區為土石流發生之材料來源，其形狀因子更能
表示該區土石材料產生情形，關係如下式：
Wo =

EWA
Lo ’

式中，Lo’發生區長度，EWA 為發生區面積。

(3)發生區深寬比

式2

為採 GIS 空間模組內的坡度分析(Spatial Analysis Slope)，配合集水區內之數值高程模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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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集水區坡面平均坡度，並應用此方法另計算發生區坡面平均坡度。

(4)流動段長度

流動段長度地理資訊系統(GIS)中所直接測繪之河道長度為正射投影長度，所測繪之長度為投

影之水平距離(L)，但其真實長度為斜距(L’)，如圖 7 所示。本文利用式 3 求其較真實之流動段長度。
其中，L f ’為流動段長度之斜距(m)，L f 為流動段長度之水平投影距離(m)，θ f 為流動段之平均坡度
(°)。

L‘f =

Lf ’
cosθf

式3

圖 7 流動段長度示意圖

(5)流動區深寬比(DRT)

為了瞭解整體分析單元集水區橫剖面變化情形，本研究將集水區分為兩個區位，分別產製發生

區深寬比(HARo)及流動段深寬比(HARf)，以進一步探討整體集水區橫剖面變化與地形演化情形。
本文採用日本國土技術政策總和研究所 (2007)溪谷地形之定義，利用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取集
水區、發生區及流動段之最大寬度作為坡面寬 a，該平面之深度為坡面深 b，如圖 8，代入式 4 計算
深寬比。

HAR=

b
a

式4

圖 8 深寬比示意圖

(6)形狀係數比(FFR)

形狀係數所代表的意義為單位主要河川長度之流域面積。因此若形狀係數較大，集水區外觀

成寬圓形；反之，則呈狹長形。本研究所使用之集水區形狀係數修改自 Horton(1932)提出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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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將集水區之全長(Lw’)取代主要河道長度(L)，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產製之集水區面積(WA)
與集水區之全長(Lw’)後，即可代入式 5 計算集水區形狀係數 Fw。

Fw =

WA

式5

Lw ’2

發生區形狀係數(Fo)與集水區形狀係數概念相似，土石流發生所需之主要三條件：水、材料、
坡度，其中土石流發生區就包括了集水區中水與材料兩樣條件，可見發生區之重要性，因此發生
區形狀係數更能表現出土石流之水量的提供變化，可視為發生區匯水量的一種指標。
Fo =

EWA

式6

Lo ’2

式中，Lo’為發生區長度(隘口沿谷線至發生區頂端之斜距，可由式取得，EWA 為發生區面積。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形狀係數影響土石流分佈狀況，將前述集水區形狀係數(Fw )及發生區形狀係

數(Fo )以兩因子間相互關係呈現，其比值計算如下:
FFo =

(7)崩塌潛感面積比(RLSA)

Fw
Fo

式7

以 ArcGIS 地理資訊系統空間模組之坡度分析套件，套疊災後崩塌圖層計算土石流主崩塌地之
災前坡面坡度，而後再計算依照陳柏龍(2013)發生區內災前崩塌潛感坡度 30 至 35 度區間所佔之面積，
作為崩塌潛感面積(LSA)，崩塌潛感面積比，其公式如下:
RLSA=

LSA
×100%
EWA

式8

式中，RLSA 為崩塌潛感面積比，LSA 為崩塌潛感面積，EWA 為土石流發生區面積。

三、坡面型土石流/崩塌判釋模式建立
本研究採用 HDF 及 NDF 案例共 84 筆，其中，隨機挑選 64 處作為模式樣本，另隨機挑選 20
處作為驗證樣本。初步由前述 19 項因子經獨立性顯著性檢定後，選出指標因子，再應用費雪區別分
析法，逐一篩選及剔除因子觀察正判率之變化結果，最後獲得七項因子模式，正判率最佳之組合。
此七項因子之區別函數如下：
y=0.12X 1 -0.581X 2 +0.011X 3 +0.509X 4 +0.051X 5 -0.461X 6 +0.186X 7
因子為: X 1 集水區坡面平均坡度(AGW)、X 2 集水區平均寬度(AW)、X 3 發生區深寬比(DRI)、X 4
流動段長度(LT)、X 5 流動區深寬比(DRT)、X 6 崩塌潛感面積比(RLSA)與X 7 形狀係數比(FFR)等七因
子。
若區別函數值 y 大於 0，判定為坡面型土石流；當區別函數值 y 小於 0，則判定為未發生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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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區別分析之判定結果如表 2 所示，整體正判率為 87.5%。

1.集水區平均寬度
由圖 9 可知，NDF 之集水區平均寬度主要集中於 50~150 公尺，略小於 HDF 集水區平均寬
度之平均值。而模式中，集水區平均寬度為正相關，與實際現象相符。
2.流動段長度
流動段長度之分析結果如圖 10，NDF 主要分布於 100~300 公尺，而 HDF 則大多大於 300
公尺。由模式中，流動長度為正相關可知，HDF 材料的移動距離較 NDF 長，與實際現象相
符。
3.崩塌潛感面積比
由圖 11 可知，HDF 之崩塌潛感面積比集中於 0.025~0.05，而 NDF 以大於 0.075 為主，顯示
NDF 發生區中崩塌潛感面積所佔的比例較大。而模式中，崩塌潛感面積比為負相關，與分
析所得知情況相符。

集水區平均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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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HDF

16

50

NDF

14

HDF總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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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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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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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集水區平均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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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流動段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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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崩塌潛感面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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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區別分析結果
原始
結果呈現
個數
百分比(%)

預測

總和

類別

HDF

NDF

HDF

29

3

32

NDF

5

27

32

HDF

90.6

9.4

100

NDF

15.6

84.4

100

整體正判率＝(29+27)/(32+32)×100%=87.5%

四、坡面型土石流案例之分析判釋
本研究以溢流點以上之坡面單元作為分析單元，再配合陰影圖、流向圖、坡度圖及等高線圖進行分
析單元的編修。應用至濁水溪、曾文溪及高屏溪流域沉積岩區域內 9 處聚落及 10 條溪流，根據現地調查
及航照判釋結果，共有 35 處坡面型土石流及 49 處崩塌案例。再應用模式進行判釋，成果示於表 3，坡面
型土石流正確捕捉數量為 28 處，崩塌正確捕捉數量為 41 處，整體捕捉率為 82.1%，捕捉結果如圖 12-18。
整體而言，根據沉積岩區之判釋結果，顯示模式之適用性佳。
表3 邊坡單元分析結果(1)
區域

A01

A02

A03

A04

A05-A06

分類

HDF

NDF

HDF

NDF

HDF

NDF

HDF

NDF

HDF

NDF

實際發生

3

2

0

1

1

3

1

7

2

4

捕捉數量

2

2

0

0

0

3

1

7

2

3

整體捕捉率

80%

0%

75%

100%

83.3%

HDF 捕捉率

66.7%

0%

0%

100%

100%

溪流

總計

續表3 邊坡單元分析結果(2)
區域

A07

A09

A10

分類

HDF

NDF

HDF

NDF

HDF

NDF

HDF

NDF

HDF

NDF

實際發生

1

4

2

8

5

11

20

9

35

49

捕捉數量

0

3

2

5

4

11

17

8

28

41

整體捕捉率

60%

70%

93.8%

86.2%

82.1%

HDF 捕捉率

0%

100%

80%

8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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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興隆聚落邊坡單元判釋結果

圖 13 新鄉聚落邊坡單元判釋結果

圖 14 羅娜、久美聚落邊坡單元判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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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望鄉、同富聚落邊坡單元判釋結果

圖 16 樟腦寮聚落邊坡單元判釋結果

圖 17 新美聚落邊坡單元判釋結果

圖 18 瑪雅聚落邊坡單元判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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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本計畫應用坡面單元概念，新建沈積岩區之坡面型土石流地形判釋模式。本判釋模式再應用於濁水
溪、曾文溪及高屏溪流域內 35 處坡面型土石流及 49 處崩塌案例進行評估。綜整結論如下：
1.本研究收集坡面型土石流案例 64 處，崩塌事件 81 處。同時建置 19 項特性因子分析資料庫。
2.本研究透過模式歸納坡面型土石流之地形特性，與崩塌相比，坡面型土石流應具有集水區平
均寬度大；流動段長度長以及崩塌潛感面積小等特性。
3.本研究建置之沉積岩區坡面型土石流判釋模式，整體正判率達 87.5%，土石流單元判釋成效
優良。模式應用至 9 聚落及 10 條野溪時，亦可達到良好之捕捉率。
4.本研究發展之地形判釋模式，可提供作為坡面型土石流事件之潛能評估，能早期掌握土石流
危險區域，降低災害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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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降雨条件下高陡堆积体边坡稳定性分析
黄建坤1,2*，邱驰1,2，胡雨村1,2
（1.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水土保持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3；2.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为揭示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化地区的煤矿排土场边坡在最大暴雨作用下的流固耦合力学机制，采用渗流力学理论与岩土
力学理论结合的方法，引入 Darcy 定律和质量守恒定律进行公式推导，建立流固耦合分析方法。以乌海市新星煤矿为例，采
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构建边坡稳定性分析的非饱和土流固耦合模型。根据实地调研和雨水资料收集情况，确定研究区域
超规范高陡边坡几何尺寸和规范边坡几何尺寸，设定持续 1 小时的等效降雨强度为 68 mm/h 和持续 24 小时的等效降雨强度
为 18 mm/h 的两套降雨方案，并根据排土场边坡不同初始含水率（1.72%、7.34%、14.69%、22.03%）设置初始条件，共形
成 16 套不同降雨条件组合。从竖向变形位移、孔隙水压力分布、等效塑性应变以及安全系数四个方面综合讨论边坡稳定性
变化规律。通过与已有试验结果对比，验证数值结果的准确性。研究表明：边坡的坡高和坡角对边坡稳定性有很大影响，边
坡失稳首先从坡脚开始，沿斜坡从内部延伸，直至等效塑性应变区贯通，形成连续滑动面导致失稳破坏。当发生短持时的高
强度降雨时，在较大的土体初始含水率情况下，边坡更趋于稳定状态；当发生长持时的弱强度降雨时，边坡初始含水率过高
以及过低均会导致边坡稳定性下降。针对此类超规范高陡边坡，需在坡面和坡脚处进行加固，如砌石骨架和抗滑桩等。
关键字：有限元模型；边坡稳定性；土体含水率；降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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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nalysis of high-steep accumulated slope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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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fluid-solid coupling mechanics of coal mine dump slope in arid
desertification area of northwest China under the action of maximum precipitation,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seepage mechanics theory with geomechanics theory was adopted. Darcy's law and mass conservation law were
introduced to derive and establish the fluid-solid coupling analysis method. Taking Xinxing Coal Mine of Wuhai
as an example,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BAQUS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fluid-solid coupling model of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with unsaturated soil. According to the site survey, the geometries of the high-steep slope and the
precipitation data were investigated. The geometry of super-standard and compliant slopes in the study area was
determined, respectively. The equivalent rainfall intensity of 68 mm/h for 1 hour and the equivalent rainfall
intensity of 18 mm/h for 24 hours were designed and used in the simulation. Four types of different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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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ture contents (i.e., 1.72%, 7.34%, 14.69%, 22.03%) of the dump slope were set for the initial conditions.
Therefore, a total of 16 sets of rainfall schemes were proposed. The variation law of slope stability was discussed
comprehensively on four aspects: vertical deformation displacement, pore water pressure distribution,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and safety factor. The accuracy of the numerical results was validated by comparing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lope height and slope angle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lope stability. The slope sliding occurs at the foot of the slope, and then extends to the slope interior and generates
the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zone. Finally, a continuous sliding surface arises and results in the slope failure. When
high-intensity rainfall occurs with a short duration, the slope tends to be more stable as the higher initial water
content in slope. When low-intensity rainfall occurs with a long duration, the slope stability reduces with the high
or low initial water content in slope. Reinforcements should be conducted at the surface and foot of the
super-standard high-steep slope, such as masonry skeletons and anti-slide piles.
Key words: finite element model; slope stability; soil water content; rainfall intensity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也日渐增大。矿山开采引发的环境问题十分突出，须采
取工程措施和生态措施保证边坡稳定性及恢复生态效益[1]。露天矿开采剥离的松散废渣弃石堆积形成的排
土场是矿山地区地质与生态脆弱的重点区域之一。这类人工堆体在初期阶段满足应力平衡，经堆弃逐渐形
成高陡边坡，坡脚处易产生堆积隆起，随后破坏趋势将沿斜坡向上传递，致使边坡失稳，产生安全问题[2-5]。
此类地质问题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因此，针对生态脆弱区，由边坡失稳破坏导致的滑
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应作为生态修复的重点。
对非饱和土的渗流作用研究始于 1936 年，Terzaghi[6]首次针对有效应力原理进行探索和研究，即饱和
土体所受总应力为孔隙水压力和有效应力之和。在自然条件下，很多现象都与非饱和土渗流有关，例如突
发降雨导致山体坍塌、煤矿过度开采、天然气采集等。这些灾害严重威胁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受到科学
家关注，其中Bishop[7]和Fredlund[8]创建了著名的非饱和土抗剪强度公式。
降雨浸入坡体后产生的应力应变影响极其复杂，非饱和渗流导致非饱和区土体饱和度升高，从而降低
了土体抗剪强度并导致坡体失稳[9]。Xue等[10]进行持续 4 天的长期降雨，通过观察孔隙水压力的分布变化
规律判断边坡变形，并且分析渗透力带来的影响。最终发现，在降雨过程中，延长持续降雨时间，边坡土
体内部总入渗水量增大，导致孔隙水压力增大，最终对边坡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Muhammad等[11]分析了
入渗水、孔隙水压力和饱和度对土坡稳定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表明，降雨诱发的浅层滑坡通常发生在渗
透过程中湿润锋底部以上或地下水位以下。在下渗的过程中，基质吸力是研究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既影响
土的渗透系数，同时又影响土体饱和度，构架起应力场和渗流场共同作用的桥梁[12-13]。因此，基于渗流力
学理论和岩土力学理论，应用ABAQUS有限元软件，通过流固耦合分析，针对位移变形、孔隙水压力变化、
等效塑性应变区的延伸以及安全系数进行讨论，可以解析入渗水引起的边坡坍塌现象。
通过控制雨强和坡角进行试验，探讨降雨强度及坡角对陡坡细沟侵蚀过程、细沟发育及细沟水流动力
机制的影响，可以了解陡坡细沟侵蚀机理[14-15]。Dhananjai等[16]采用边坡质量分级和运动学分析方法，对边
坡潜在破坏模式进行分类和预测，分析结果与现场观测结果吻合较好。Singh等[17]指出，从经济角度更陡的
斜坡总是首选，但容易发生破坏，而更平坦的斜坡则不经济；并采用二维有限差分法对现有边坡几何结构
及相关参数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与现场状况吻合较好。Karlis等[18]将基于物理的水文地质模型整合到边
坡稳定性模拟中，以识别水文地质条件触发滑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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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Tu等

引入强度折减理论进行边坡稳定性分析，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推导能量平衡方程，并应用二维和

三维模型验证平衡方程的可靠性，进而分析边坡稳定性。Ozbay等[20]采用极限平衡理论，并应用有限元对
滑坡成因进行了数值分析。Liu等[21]比较了极限平衡法（LEM）和两种有限元方法（增强极限强度法（ELSM）
和强度折减法（SRM））得到的安全系数和临界滑动面系数，结果表明两种有限元方法基本一致，LEM的
安全系数略低于两种有限元方法。
2018 年 9 月中国内蒙古乌海市发生百年一遇强降雨现象，单天降雨量达到 109.6 mm，达到以往全年
降雨量的 2/3。突发强降雨致使研究区域新星煤矿第 4 排土场边坡出现多处坍塌滑坡现象。本文以此为例，
将渗流理论与岩土力学理论结合，围绕渗流场与应力场的相互影响机理，建立平衡方程，展开力学响应机
制的研究。应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选定最大暴雨强度和持续降雨时间进行数值分析，讨论最大暴雨和
边坡初始含水率组合对边坡稳定的影响，通过数值计算得到关键节点位移、孔隙水压力、等效塑性应变和
安全系数的变化规律，揭示边坡失稳破坏机理。为避免此类现象发生，针对高陡边坡进行不同初始含水率
条件下的最大暴雨模拟研究，对比规范边坡在同种降雨条件下的稳定情况，讨论此类超规范高陡边坡的稳
定性和安全性。

1 非饱和土渗流理论
1.1 渗透系数函数
非饱和土中，基质吸力作为一个重要参数影响渗透系数以及饱和度的变化，Van Genuchten于 1980 年
提出了经典的基质吸力VG模型[22]。

n
ω =ωr + (ωs − ωr ) 1 + (αψ ) 



m

(1)
式中：ω为水的质量分数；ω s 为饱和状态下水的质量分数；ω r 为残余的水的质量分数；ψ为基质吸力；α、
n、m为曲线拟合参数，n=(1-m)-1。
m
1
 
 
K=
K s Ψ 1 − 1 − Ψ m  
 
 


2

1
2

（2)

式中：K为非饱和土渗透系数，K s 为饱和土渗透系数，ψ=(ω-ω r )( ω s -ω r )-1。
1.2 应力场对渗流场的影响机理
在多孔介质中，针对非饱和土体，土体孔隙比n与其渗透系数k呈现正比例关系k = k (n)。自然条件下，
土体的空隙比为n 0 ，当经过应力场作用，施加荷载，对土体产生一定挤压或拉伸，得到体积应变ε v 。假定
体积应变是由于孔隙度变化所引起，则应力场作用后孔隙比n = n 0 + ε v 。应力场作用于土体，可产生一定的
土体体积应变，从而改变土体孔隙比，最终土体的渗透系数k可以与应力场σ ij 建立函数关系，即k = k ( σ ij )。
因此，应力场通过影响孔隙比，从而影响土体的渗透系数，进而对渗流场产生影响。
1.3 渗流场对应力场的影响机理
渗流场分布的变化将改变土体水分分布，渗流场是通过改变水荷载，即通过应力场的外荷载形式来影
响应力场分布。土体中水头分布可假设为h (x, y)，作用面的渗透水压力表示为p = γ ω ( H- y )，y为水头位置。
渗流区域内的渗透体积力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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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x = −∂P ∂x = − γ ∂H ∂x �

f y = −∂P ∂y =γ ( ∂H ∂y − 1) .

（3）

在有限元计算中，将渗透体积力和渗透水压力转化为单元的节点外荷载。渗流场对应力场的影响可以
简述为，通过改变土体单元渗透压力和渗透体积力来影响作用于应力场的外荷载。
1.4 流固耦合分析控制方程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渗流场中的水在土体单元流动的增减速率等于进出该单元体流量速率之差。根据
达西定律，假设单元体为常数且为各向同性时k x = k y ，均质土体和均质水分子不可压缩时S s = 0，得到渗流
场微分方程（4）。
∂ 2 h ∂x 2 + ∂ 2 h ∂y 2 =
0

（4）

式中：h 为水头位置。
基于水力学基本原理，渗流体积力与水力梯度呈正比例关系。采用有限元法，将其转化为单元节点外
荷载进行叠加计算。
T

∆FS =
∫ N f x f y dxdy
Ω

（5）

式中：F s 为渗流体积力所引起的等效单元节点力，ΔF S 为渗流体积力增量所引起的等效单元节点力，N为
引入的形函数。
最终设定位移边界和渗流边界条件，联立渗流场和应力场，得到土体在应力场与渗流场共同作用时的
流固耦合控制方程，进行有限元计算求解分析。

 K ⋅ ∆δ = ∆F + ∆F
S

0
 Kσ ij ⋅ H + h =

 K = K (σ ij )

（6）

式中：K 为各向渗透系数（应力场矩阵函数）
，Δδ 为位移增量矩阵，ΔF 为节点荷载增量矩阵。

2 土体抗剪强度试验
土体出现破坏主要是由于承受过大的剪切力，土体自身的内摩擦角和粘聚力是反映抗剪强度的经典指
标。在不同初始（含水率）条件下，土体的抗剪强度均不同。因此本节首先标定不同土体的液塑限，通过
测得土颗粒的液塑限来确定土样含水率的配比范围，接着通过室内直剪试验测定土体特征含水率下的抗剪
强度。
2.1 试验过程
现场采集了 4 种土样，分别是黄土、粉煤灰土、剥离物和煤矸石，如图 1 所示。由于煤矸石和剥离物
样本颗粒粒径大于 0.5 mm，无法测定其液限和塑限，若此时将土样碾碎进行试验，将破坏原土样的物理结
构，导致土壤性质偏离实际。因此，只对黄土以及粉煤灰进行液限和塑限的测定，试验过程如图 2 所示。
将黄土以及粉煤灰进行摇筛，选取颗粒粒径较小且通过摇筛机的土样进行试验。分别放置在调土盘中，
加少量水进行搅匀放置试样杯中。打开仪器开关，将圆锥仪放置妥当，旋转底座至土样表面与圆锥尖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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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此时停止转动且圆锥自由下落，指示灯为绿色时进行读取并记录下落深度。记录后将土样用烘干法
测其含水率。重复以上操作，将圆锥的下落深度与含水率作为横轴与纵轴绘制成直线。
通过前期测得黄土、粉煤灰土、剥离物和煤矸石的天然含水率，以及黄土和粉煤灰土的液限、塑限。
将 4 种土样烘干，并配比饱和度为 25%、50%、75%、100%，黄土和粉煤灰土增加液限和塑限。通过控制
土样的含水率，进行多组直剪试验，如图 3。

图 1 土样样本 (①~④分别为黄土, 粉煤灰, 剥离物, 煤矸石)
Fig.1 Soil samples (①~④ are Loess, Fly ash, Overburden and Coal gangue, respectively) .

图 2 液塑限试验 (①~⑤分别为液塑限联合测定仪, 光电式显示屏, 控制台, 试样杯, 圆锥仪)
Fig.2 Liquid-plastic limit test (①~⑤ are Hydraulic Plastic Limit Joint Measuring Instrument, Photoelectric Display Screen, Console, Sample cup and Cone
instrument, respectively)

图 3 直剪试验仪器 (①~⑥分别为直剪仪, 控制台, 透水石, 剪切盒, 弹性量力环, 砝码)

Fig.2 Direct shear test (①~⑥ are Direct shear apparatus, Console, Pervious stone, Shear box, Elastic force ring, Weights,
respectively)

2.1 试验结果
土壤粘聚力随土壤含水率增加基本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二次函数趋势，土壤内摩擦角随土壤含水率的
变化趋势近似呈线性增函数[23]。通过Mohr-Coulomb定理，内摩擦角和粘聚力共同作用决定土壤抗剪强度。
将含水率与土壤抗剪强度联系起来，土壤抗剪强度随含水率的增加同样近似于二次抛物线关系，呈现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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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后减小的趋势

。

4 种土样配比的含水率包括：天然含水率，饱和度为 25%、50%、75%、完全饱和对应的含水率，以及
黄土和粉煤灰土的液限（LL）塑限（PL）含水率，试验测得的 τ-σ 曲线如图 4。4 种土样粘聚力和内摩擦
角随饱和度的变化关系如图 5（a）和（b）。煤矸石呈岩类块状，粘聚力近似为零。随着饱和度的升高，其
余 3 种土样的粘聚力总体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粉煤灰和剥离物呈较为平缓的下降趋势。粉煤灰的粘聚力
的变化范围是由 47.1 kPa 下降至 36.2 kPa。剥离物的粘聚力的变化范围是由 22.3 kPa 下降至 8.3 kPa。值得
注意的是，黄土土样的粘聚力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粘聚力由最大值 67.7 kPa 下降至 14.7 kPa，下降 78.3%。
由于研究区位于干旱荒漠化地区，表层黄土自然含水率较低（仅为 1.72%）
，此时的粘聚力为 63.1 kPa，因
此，不同的含水率对黄土的粘聚力影响较大，从而影响抗剪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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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τ-σ 曲线. (a) 天然含水率, (b) 液限塑限, (c) 完全饱和状态
Fig.4 The relationship curve between τ and σ. (a) Natural moisture content, (b) Liquid limit plastic limit, (c) Complete
saturation

4 种土样内摩擦角随饱和度的变化关系如图 5（b）。随着含水率的提高，4 种土样的内摩擦角均呈现下
降趋势，其中粉煤灰和煤矸石的下降趋势较为平滑。粉煤灰的内摩擦角的变化范围由 37.7°下降至 34.9°；
煤矸石的内摩擦角的变化范围由 35.8°下降至 34.5°。表明针对此类土体，土壤的内摩擦角对土体初始含水
率的变化不敏感。
然而，黄土和剥离物的内摩擦角随着饱和度的逐渐增高，呈逐渐下降且下降明显的趋势发展。黄土的
内摩擦角的变化范围由 41.3°下降至 29.5°；剥离物的内摩擦角的变化范围由 42.2°下降至 29.9°。表明针对
此类土体，土壤初始含水率对其内摩擦角影响明显，特别是剥离物内摩擦角的变化趋势较为均匀。黄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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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接近塑限后，继续增加土壤含水率后，内摩擦角的变化趋于平缓，由 31.7°下降至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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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粘聚力和内摩擦角随饱和度的变化。(a) 粘聚力, (b) 内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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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hesion and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with saturation. (a) Cohesion, (b)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3. 数值分析
3.1 高陡边坡的几何模型构建
采用无人机和遥感技术调研收集研究区的影像资料，并结合实地观测获取研究区地形地貌的特征信息
如图 6（a）所示。

图 6 高陡边坡. (a) 研究区地形地貌, (b) 有限元模型
Fig.6 High and steep slope. (a) Topography and geomorphology, (b) finite element model

3.2 规范边坡的几何模型构建
按照《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HJ 651-2013，当排土场边坡堆砌总高度大于 10m 时，
应通过分级削坡的形式进行堆砌，
并且每一级台阶高度控制在 5-8m，台阶宽度应在 2m 以上，
坡角小于 35°，
以便边坡坡面植被恢复。因此，应用 ABAQUS 软件通过以上几何尺寸构建有限元模型如图 7。
19m
11.5m

5m

8m

表面孔隙流
Surface pore fluid

13m

35°

2.5m

5m

水
位
线

图 7 规范边坡有限元模型
Fig.7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Normalized Slope

3.3 材料属性
实地调研发现，研究区排土场在强降雨条件下，边坡表层所覆黄土出现了多处侵蚀沟。在强降雨条件
下所覆黄土层甚至出现浅层滑坡现象，即侵蚀沟和浅层滑坡均发生在所覆黄土层，如图 6（a）所示。因为
所覆黄土介质相对均匀，且研究表明当给予边坡较大的总入渗量时，并不会对土颗粒内部的水分入渗情况
以及渗透能力产生明显的影响[25]。因此下文将边坡属性定义为表层匀质黄土属性。根据前文试验，黄土基
本物理参数如表 1 和表 2。
表 1 黄土的物理力学参数
Tab.1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loess
干密度

泊松比 (μ)

弹性模量

120

渗透系数

黄建坤等：不同降雨条件下高陡堆积体边坡稳定性分析
(g/cm3)
1.56

(E/MPa)

(k/mm.h-1)

17.5

18

0.3

表 2 黄土的内摩擦角和粘聚力
Tab.2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and cohesion of loess
含水率（%）

1.72%

7.34%

14.69%

22.03%

内摩擦角（°）

41.3

38.7

34.3

30.3

粘聚力（kPa）

63.1

67.7

44.2

18.5

3.4 模型边界条件
不考虑地震耦合和植被蒸腾作用，将坡脚处作为初始地下水位（即地下水位与地表持平），坡脚外表土
层顶面的孔压为 0 kPa。在模型底部设置水平和竖直位移约束，即固定约束；在模型左右两侧设置水平位移
约束。以往针对渗流自由面问题的数值模拟，多假定模型边界为不透水边界，试验与数值结果的比较证明，
在此假设下数值解有较高的精度[26]。因此，模型底部和两侧边界设为不排水边界。利用式(1)和(2)，定义渗
透系数和饱和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孔压和饱和度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式（7）定义静水孔压和水头位置的关系。

u=
w

(H

− z )γ w

（7）

式中： uw 为边界上的孔隙水压力， H 为总水头取 10 m， z 为位置水头， γ w 为水的重度取 10 kN/m3。
3.5 降雨条件
内蒙古乌海市 2018 年 9 月突发百年一遇强降雨。根据气象局所给资料，此次突发性的强降雨，全天降
雨量达到 109.6 mm，几乎达到全年平均降雨 159.8 mm 的三分之二，降雨强度达到 4.6 mm/h。乌海市海勃
湾区 3 h 内降雨量达到 50 mm，降雨强度达到 16.7 mm/h。
研究区域属于干旱区，强降雨的发生将引发径流产流现象，从而影响水分入渗导致低估滑体真实入渗
水量，Karlis等[18]将水文循环引入其中研究强降雨作用下的径流系数，其中龙万学和吴俊等[27]指出约 50%
的降雨量以地表径流的形式流失。研究区存在多级高陡边坡如图 8，因此各级坡体产生的径流将汇流至底
部台阶。由于边坡失稳破坏首先从坡脚开始，且底部台阶浅表层滑坡明显更加严重。考虑到坡面径流，根
据Rational Method，可通过公式Q p = C i p A（Q p 为汇水总量，C为流失系数取 0.5，i p 为降雨强度，A为汇水
面积）中的雨水流失系数、降雨强度和汇水面积估算总汇水量[28]。
由于边坡失稳均是从坡脚处开始出现隆起堆积，因此，选第一级台阶作为研究对象，坡顶降雨量依次
沿台阶汇流至第一级台阶。雨水从各级坡面汇流至第 1 级台阶后的等效降雨强度为 68 mm/h 和 18 mm/h。
因此，在模拟最大暴雨时，设置 1 h 的持续最大暴雨强度为 68 mm/h；24 h 的持续最大暴雨强度为 18 mm/h。

图 8 汇水面积（新星煤矿第 4 排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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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Catchment area (No.4 dump of Xinxing Coal Mine)

4 边坡稳定性分析
通过静力分析，对全域模型施加重力荷载并施加孔隙水压边界后，超规范高陡边坡土体饱和度分布如
图 9；规范边坡同高陡边坡相比出现不同的饱和度分布情况如图 10。图中 SAT 为饱和度，在水位线上下两
侧出现明显差值。说明在此处，土壤中水分含量由饱和过渡到非饱和，此处作为过渡的分界线即为初始水
位线。对应前文引用渗透系数与体积含水率的变化关系公式（5-2）计算给出的数值。
Maximum
1.000e+00

Maximum
1.000e+00

Minimum
4.268e-02
SAT

Minimum
2.906e-01
SAT
0.04

0.3

1.00

1.00

(b)

(a)

图 9 超规范高陡边坡降雨之前的饱和度分布. (a) 1.72%, (b) 22.03%
Fig.9 Saturation distribution of high and steep slopes before rainfall. (a) 1.72%, (b) 22.03%
Maximum
1.000e+00

Maximum
1.000e+00

Minimum
SAT 3.291e-02

Minimum
SAT 3.420e-01
0.03

0.3

1.00

1.00

(a)

(b)

图 10 规范边坡降雨之前的饱和度分布. (a) 1.72%, (b) 22.03%
Fig.10 Standardizing the saturation distribution of slope before rainfall. (a) 1.72%, (b) 22.03%

4.1 竖向变形位移
4.1.1 持时 1h 的暴雨工况
在超规范高陡边坡模型和规范边坡模型上，均施加持时 1h 强度为 68 mm/h 的降雨，通过控制边坡初
始含水率（1.72%、7.34%、14.69%、22.03%）进行 8 组仿真试验。降雨时平台以及坡体表层土开始吸收水
分，饱和度增加、土体粘聚力降低，致使土颗粒间抗阻能力降低。土壤阻力降低，将产生一定的沉降。由
于雨水入渗对边坡的水平方向变形位移影响不大，因此，只讨论竖向变形位移的变化规律。选取坡脚处拐
点作为关键监测点，坡脚的竖向位移随降雨开始至结束共 1 h 的变化如图 11（a）和 11（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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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最大暴雨 1h 竖向位移随时间变化关系. (a) 规范边坡, (b) 超规范边坡
Fig.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maximum rainstorm for 1 hour and time. (a) Standard slope, (b)
Super-standard slope

图 11 中横坐标代表持续降雨时间，纵坐标代表坡脚处监测点竖向位移。在经历 1 h 最大暴雨后，边坡
的竖向位移总体趋势大致相同，均呈上升趋势。在图 11（a）中，规范边坡的初始含水率从自然含水率 1.72%
提升至 7.34%、从 7.34%提升至 14.69%后以及从 14.69%提升至 22.03%后，经 1 h 最大暴雨，竖向位移均出
现明显变化，且位移减小的程度逐渐增大，分别从 1.61mm 下降至 1.49mm、1.49mm 下降至 1.21mm 以及
1.21mm 下降至 0.93mm，每提升含水率后，下降 0.12mm、0.28mm、0.28mm。排土场边坡初始含水率较低
时，坡脚关键点竖向位移较大。当提高初始含水率后，下降更为明显。在边坡内部，入渗水分布更加均匀，
减小边坡底部的渗透力，从而减小边坡底部发生的应变，减小竖向变形位移。
在图 11（b）中，超规范高陡边坡的初始含水率从自然条件的含水率 1.72%提升至 7.34%，位移变化
从 1.62mm 下降至 1.60mm，位移仅下降 0.02mm。然而，当初始含水率从 7.34%提升至 14.69%后、以及初
始含水率从 14.69%提升至 22.03%后，经 1 h 最大暴雨，位移出现明显变化，分别从 1.60mm 下降至 1.46mm
和从 1.46mm 下降至 1.31mm。表明在初始含水率较低时，边坡整体内部水分分布较少，在经历短持时的最
大暴雨后，入渗水迅速下渗，边坡底部饱和度迅速增大，从而降低土壤的阻滑能力。此时边坡竖向变形位
移较大。然而，当逐渐增加初始含水率，边坡竖向位移开始降低。表明在提高初始含水率后，会降低入渗
水的下渗速度，导致入渗水存留在边坡内部，而不仅是存留在边坡底部。
在相同初始含水率时，对比超规范高陡边坡和规范边坡的竖向变形位移发现，当初始含水率仅为 1.72%
时，竖向变形位移近似相同。当增大边坡初始含水率经历 1 h 最大暴雨后，超规范高陡边坡发生的竖向变
形位移均大于规范边坡发生的竖向变形位移。这说明坡高和坡角超规范的边坡，其稳定性向不利的方向发
展。
4.1.2 持时 24h 的暴雨工况
在超规范高陡边坡模型和规范边坡模型上，均施加持时 24h 强度为 18 mm/h 的降雨，通过控制边坡初
始含水率（1.72%、7.34%、14.69%、22.03%）进行 8 组仿真试验。选取坡脚处拐点作为关键监测点，此处
的竖向位移随降雨开始至结束共 24 h 的变化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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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最大暴雨 24h 竖向位移随时间变化关系. (a) 规范边坡, (b) 超规范边坡
Fig.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maximum rainstorm for 24 hour and time. (a) Standard slope, (b)
Super-standard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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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横坐标代表持续降雨时间，纵坐标代表坡脚处监测点竖向位移。图 12 中的 8 条曲线分为两种
类型，其中当初始含水率为 1.72%和 7.34%时，边坡竖向变形位移始终呈增大的趋势。当初始含水率为 14.69%
和 22.03%时，边坡竖向位移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发展趋势。表明在降雨初期开始时边坡出现沉降，且呈增大
趋势。当入渗水转化为渗透力作用到应力场，此时应力场逐渐增大，会在坡脚处发生应变，产生堆积和隆
起，竖向变形位移开始沿反方向向上发展，因此位移减小。
在图 12（a）中，当规范边坡的初始含水率从 1.72%逐渐增大后，竖向位移变化趋势同超规范高陡边
坡相似。同样在初始含水率保持在 1.72%以及 7.34%时，边坡竖向位移持续增长，并且含水率从 1.72%提升
至 7.34%后，竖向变形位移从 1.21 mm 减小至 0.92 mm。当初始含水率从 14.69%提升至 22.03%后，边坡竖
向位移呈现增大至 0.52 mm 后减小至 0.23 mm 以及增大至 0.66 mm 后减小至 0.27 mm 的趋势发展。表明入
渗水逐渐向下作用导致边坡整体内部收缩发生沉降，当持续降雨后，入渗水汇集在边坡底部，导致边坡底
部的渗透力作用到应力场后，坡底的单元节点应力超过屈服强度，开始向四周单元传递，因此此时边坡坡
脚开始出现隆起和堆积。然而，不同于超规范高陡边坡，当 24 h 最大暴雨后，规范边坡的竖向变形位移尚
未出现负增长。此时规范边坡竖向位移的增幅为 0.29 mm 和 0.39 mm，均小于超规范高陡边坡。因此，在
24 h 最大暴雨后，规范边坡较超规范高陡边坡更趋于稳定。
在图 12（b）中，超规范高陡边坡的初始含水率从 1.72%逐渐增大后，边坡竖向位移呈减小趋势。然
而，当初始含水率为 1.72%和 7.34%时，边坡的竖向位移始终保持上升趋势。说明在降雨强度保持在 18 mm/h
时，延长降雨时间至 24 h，雨水在边坡内部始终可以保持正常下渗，不会在边坡底部产生汇集。当初始含
水率为 1.72%时，边坡竖向位移为 1.35 mm；当初始含水率为 7.34%时，边坡竖向位移为 1.10 mm。表明当
提高初始含水率，边坡内部饱和度较大，此时土壤对入渗水的吸收能力减弱。因此，边坡底部入渗水汇集
减少，导致边坡从底部到内部的收缩被延缓，边坡的竖向变形位移减小。当初始含水率为 14.69%时，竖向
变形位移先增大，即发生沉降 0.46 mm，此后竖向位移开始减小，出现堆积隆起 0.13mm，位移增幅为 0.33
mm，24 h 最大暴雨后，边坡依旧呈沉降状态。当初始含水率为 22.03%时，竖向位移仅沉降 0.34 mm，此
后产生堆积隆起-0.40 mm，位移增幅为 0.74mm。24 h 最大暴雨后，边坡位移呈现负增长，即坡脚处出现堆
积或隆起。表明，在 24 h 最大暴雨后，边坡初始含水率为 1.72%时，边坡沉降现象最为严重，但过大的边
坡初始含水率即达到 22.03%时，边坡将出现失稳现象。
在相同初始含水率时，对比超规范高陡边坡和规范边坡的竖向变形位移发现，当增大边坡初始含水率
经历 24 h 最大暴雨后，超规范高陡边坡发生的竖向变形位移均大于规范边坡发生的竖向变形位移，并且，
在发生单元节点应力超过屈服强度后，产生隆起增幅现象，规范边坡的增幅小于超规范高陡边坡。表明，
在规范边坡的尺寸基础上，增大坡高和坡角，将降低边坡的稳定性。
4.2 孔隙水压力
孔隙水压是判断边坡稳定的重要指标之一[29]。在水的质量分数较高的土体中，孔隙水压力随时间累积
而升高[30]。孔隙水压力不断升高将导致岩土体内部基质吸力减小，继而抗剪强度降低，诱发边坡失稳破坏
[31]

。经过数值模拟发现，改变初始含水率会对边坡的孔隙水压力产生较大影响，并且边坡土体的初始含水

率越大，孔隙水压力的分层变化越显著。因此，选择初始含水率为 1.72%以及 22.03%的边坡进行降雨模拟，
通过研究孔隙水压力分层变化以及大小变化，揭示雨水浸入边坡内部的分布规律，如图 13 和 14。
改变初始含水率对边坡进行降雨模拟。图 13 和图 14 说明，改变边坡土体内部的初始含水率，最大暴
雨过后，会使孔隙水压力的分层情况更加均匀和密集。当含水率为 22.03%时，土体更趋于饱和。此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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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性较弱，入渗水汇集在边坡内部，加剧了边坡内部的分层情况。当初含水率为 1.72%时，此时土壤的
渗透性能较好，入渗水急剧下渗汇集于边坡底部，导致边坡内部整体的孔隙水压力分布不均匀，且集中于
边坡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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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超规范高陡边坡孔隙水压力 (单位:kPa)。(a) 1h, 1.72%, (b) 1h, 22.03%, (c) 24h, 1.72%, (d) 24h, 22.03%
Fig.13 Pore water pressure of super-standard high-steep slope (unite: kPa)。(a) 1 h, 1.72%, (b) 1 h, 22.03%, (c) 24 h, 1.72%, (d)
24 h,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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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规范边坡孔隙水压力 (单位:kPa)。(a) 1h, 1.72%, (b) 1h, 22.03%, (c) 24h, 1.72%, (d) 24h, 22.03%
Fig.14 Pore water pressure of standard slope (unite: kPa)。(a) 1 h, 1.72%, (b) 1 h, 22.03%, (c) 24 h, 1.72%, (d) 24 h,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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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13(a)和(c)以及和图 13(b)和(d)，在相同初始含水率时分别进行 1 h 和 24 h 的降雨模拟。经历较
长持续降雨持时且增加入渗总量，孔隙水压力分布由最初的线性分布逐渐开始向边坡内部收缩，形成包络
线。表明，当进行长时间的持续降雨，入渗水将在边坡整体内部进行扩散，提高整体的孔隙水压力。且由
于总的入渗水量增加，作用于土体内部的水压力增加，即孔隙水压力也将呈增大的趋势。
对比图 13 和图 14，超规范高陡边坡和规范边坡孔隙水压力的分层规律大致相同，但超规范高陡边坡
由于入渗水影响的孔隙水压力远大于规范边坡。因此，随着孔隙水压力提高，土壤呈现过饱和现象，从而
影响土的抗滑移能力。
4.3 等效塑性应变
在图 15 和图 16 中，PEEQ 为等效塑性应变。图 15(a)-(d)和图 16(a)-(d)分别对应超规范高陡边坡和规范
边坡、初始含水率为 1.72%和 22.03%进行最大暴雨后、产生的等效塑性应变贯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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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超规范高陡边坡等效塑性应变及贯通区 (单位:kPa)。(a) 1h, 1.72%, (b) 1h, 22.03%, (c) 24h, 1.72%, (d) 24h, 22.03%
Fig.15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and penetration zone of super-standard high-steep slope (unite: kPa)。(a) 1 h, 1.72%, (b) 1 h,
22.03%, (c) 24 h, 1.72%, (d) 24 h,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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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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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规范边坡等效塑性应变及贯通区 (单位:kPa)。(a) 1h, 1.72%, (b) 1h, 22.03%, (c) 24h, 1.72%, (d) 24h, 22.03%
Fig.16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and penetration zone of standard slope (unite: kPa)。(a) 1 h, 1.72%, (b) 1 h, 22.03%, (c) 24 h,
1.72%, (d) 24 h, 22.03%

当边坡初始含水率增大后，经历 1 h 最大暴雨，边坡等效塑性应变贯通区呈缩减趋势。表明在短持时
的强降雨作用下，边坡内部存在较大的初始含水率能够延缓坡脚处应力的扩散，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边坡的
稳定性。当边坡初始含水率增大后，经历 24 h 最大暴雨，边坡等效塑性应变贯通区呈扩张趋势。表明在长
时间的低强度降雨作用下，雨水不断的入渗作为一个增载的过程，使得总应力不断增大，从而作用在坡脚
处的应力场超过屈服强度，以至于形成连贯滑动面，造成失稳破坏。
初始含水率为 1.72%的边坡经历 1 h 最大暴雨和 24 h 最大暴雨后，其等效塑性应变及贯通区呈缩减趋
势发展。表明，当初始含水率较低时，长时间的弱降雨弱会使雨水在浸入边坡内部后会充分进行渗透，而
短持时的降雨则会依靠雨强迅速浸入土体内部，从而在坡脚产生过大的渗透力，逐渐超过单元土体的屈服
强度，从而形成连贯滑动面。
初始含水率为 22.03%的边坡经历 1 h 最大暴雨和 24 h 最大暴雨后，其等效塑性应变及贯通区呈扩张趋
势发展。表明，此时的边坡土体内部饱和度较高，即土体受重力作用产生的应变加大。当进行 24 h 最大暴
雨后，雨水浸入边坡表层及内部时，水分均能充分渗透，总的入渗水量大于 1 h 最大暴雨。因此在以上增
载的过程中，施加在坡脚的应力场将会超过土体屈服强度，导致贯通区扩张，边坡失稳坍塌。
4.4 安全系数
4.4.1 超规范高陡边坡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是评判边坡稳定的重要指标。本文计算 16 组模型的安全系数，并与《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规范中的安全系数进行对比[32]，判定边坡稳定性。本文采用强度折减法，引入折减系数
F s ，应用ABAQUS对边坡模型进行安全系数验算，取计算不收敛点作为安全系数。超规范高陡边坡在不同
初始含水率的条件下，分别经历 1 h和 24 h的最大暴雨后，超规范高陡边坡的安全系数如图 17（a）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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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超规范边坡折减系数随位移的变化关系。(a) 1h, (b) 24h
Fig.17 The variation of reduction coefficient with displacement of super-standard slope。(a) 1h, (b) 24h

初始含水率为 1.72%，经历 1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04；初始含水率为 1.72%经历 24 h 最大暴
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08；初始含水率为 7.34%，
经历 1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07；初始含水率为 7.34%，
经历 24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13；初始含水率为 14.69%，经历 1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14；
初始含水率为 14.69%，经历 24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11；初始含水率为 22.03%，经历 1 h 最大暴
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16；初始含水率为 22.03%，经历 24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01。
按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中的规定，露天矿边坡安全系数定义在F s =1.10-1.50 之间。
通过与规范进行对比，初始含水率为自然状态（1.72%）
，经历 1 h和 24 h最大暴雨，以及初始含水率为 7.34%
和 22.03%，分别经历 1 h和 24 h的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均小于规范当中的最小值，此时超规范高陡边坡
存在失稳破坏的风险。
图 17（a）中，在 1 h 最大暴雨条件下，增加初始含水率超规范高陡边坡安全系数逐渐增大，当初始含
水率为 14.69%时，安全系数符合规范要求，在安全范围之间。图 17（b）中，在设置的降雨条件为 24h 最
大暴雨时，逐渐提高初始含水率，超规范高陡边坡安全系数先增大至规范要求的安全范围区间，后呈下降
趋势，并最终超出规范要求的安全范围区间。在短持时的强降雨条件，安全系数随初始含水率的增大而增
大；在长持时的弱降雨条件，安全系数随初始含水率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当雨水入渗至边坡内部初期时，
入渗水不会充分地下渗，而是存留于表面以及内部，在坡底入渗水转化成的渗透力并未超过单元节点的屈
服强度。当增加边坡的初始含水率，粘聚力有一个提高的过程，此时粘聚力的提高可以更有效地抵抗应力
场作用，导致安全系数上升。然而，继续增大饱和度，粘聚力与内摩擦角逐渐下降，土-土之间的抗摩擦能
力降低，此时延长降雨持时，雨水的不断浸入，使其能够充分的进行从边坡表面以及内部进行下渗，最终
在边坡底部汇集，即边坡底部的节点应力超过土颗粒的屈服强度，导致安全系数下降。
对比图 17（a）和（b）发现，当初始含水率为 1.72%和 7.34%时，1 h 最大暴雨至 24 h 最大暴雨后安
全系数增大；当初始含水率为 14.69%和 22.03%时，1 h 最大暴雨至 24 h 最大暴雨后安全系数减小。表明，
当初始含水率相对较低时，土壤内摩擦角和粘聚力相对较大，而 24 h 最大暴雨的雨强远小于 1 h 最大暴雨，
土壤的抗滑移能力完全能够平衡水分入渗带来的渗透体积力，因此安全系数呈增大趋势。然而，当土体饱
和度相对较高时，加剧了内摩擦角以及粘聚力的衰减程度，此时长时间的持续降雨，致使入渗水能够充分
下渗并汇集至边坡底部，此时土的抗剪强度无法平衡入渗水带来额外的渗透力，因此安全系数降低。
4.4.2 规范边坡安全系数
规范边坡在不同初始含水率的条件下，经历 1 h 最大暴雨和 24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如图 18。初始
含水率为 1.72%，经历 1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07；初始含水率为 1.72%，经历 24 h 最大暴雨后的
安全系数为 1.10；初始含水率为 7.34%，经历 1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08；初始含水率为 7.34%，经
历 24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15；初始含水率为 14.69%，经历 1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18；初
始含水率为 14.69%，经历 24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11；初始含水率为 22.03%，经历 1 h 最大暴雨
后的安全系数为 1.28；初始含水率为 22.03%，经历 24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为 1.08。
通过与规范进行对比，初始含水率为 1.72%、经历 1 h 最大暴雨，初始含水率为 7.34%、经历 1 h 最大
暴雨，初始含水率为 22.03%、经历 24 h 最大暴雨后的安全系数均小于规范当中的最小值，表明边坡存在
失稳破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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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规范边坡折减系数随位移的变化关系。(a) 1h, (b) 24h
Fig.18 The variation of reduction coefficient with displacement of standard slope。(a) 1h, (b) 24h

在图 18（a）中，在 1 h 最大暴雨条件下，增加初始含水率，规范边坡安全系数逐渐增大。当初始含水
率为 14.69%%时，安全系数符合规范要求，在安全范围之间。在图 18（b）中，在 24 h 最大暴雨条件下，
从初始含水率为 1.72%增加至 14.69%时，安全系数先增大后减小但始终保持在规范要求的安全范围之间，
继续增大初始含水率至 22.03%时，安全系数降低至 1.08，此时超出安全区间。当雨水入渗至边坡内部初期
时，入渗水存留于表面以及一部分开始下渗至边坡内部，重力作用下的应力以及入渗带来的渗透体积力并
未超过单元节点的屈服强度。提高边坡的初始含水率，粘聚力出现先增大的现象。粘聚力的提高可以更有
效地抵抗应力场作用，因此安全系数呈上升趋势。然而，继续增大饱和度，粘聚力与内摩擦角逐渐下降，
土的抗滑移能力降低，入渗水此时经过长时间的下渗，最终在边坡底部汇集，即边坡底部的节点应力超过
土颗粒的屈服强度，最终导致安全系数下降。
对比图 18（a）和（b）中初始含水率相同的曲线发现，当初始含水率为 1.72%和 7.34%时，24 h 最大
暴雨相比较于 1 h 最大暴雨，其安全系数增大。当初始含水率为 14.69%和 22.03%时，24 h 最大暴雨相比较
于 1 h 最大暴雨，其安全系数减小。表明，当初始含水率相对较低时，土壤内摩擦角和粘聚力相对较大，
短持时的高强度暴雨会迅速使边坡内部饱和度提升，内部土壤甚至过饱和。而长持时的最大暴雨会因雨强
过低，在降雨初期无法使土体饱和，因此安全系数呈增大变化。然而，当饱和度相对较高时，加剧了内摩
擦角以及粘聚力的衰减程度，导致抗滑移能力降低。此时长时间的持续降雨，使得入渗水能够充分下渗并
汇集至边坡底部，导致土的抗剪强度无法平衡入渗水带来额外的渗透力，因此安全系数降低。
4.5 数值与试验案例对比
由于本研究对象属人工堆体，土体物理力学性质离散度较高，考虑到实地降雨过程中会受到自然条件
如风力、蒸发等众多因素的干扰，试验操作难度极大。本文通过对比室内模型试验[33,34]，说明数值计算结
果的准确性。根据试验测得的土壤物理、力学参数以及模型试验的几何参数建立数值模型，最终选取 70
mm/h降雨强度并搭配 1 h持续降雨时间，验证非饱和土体在水分下渗过程中对边坡的稳定性影响。
在数值模拟过程中，边坡土体孔隙水压上部呈现负值，说明该区域为非饱和区，同时存在饱和渗流和
非饱和渗流现象。通过对比试验和数值浸润线的位置，即孔隙水压为零的等值线，可以说明数值结果的准
确性。图 19 中，试验和数值浸润线的趋势相同，均随水分的下渗，由坡顶开始沿斜坡表层下移，直至坡脚
处，呈现堆积情况。试验采用侧面直接观测最外层坡面土壤浸润情况，无法获得内部分层入渗规律。然而，
数值模拟是通过孔压分布等值线区分负孔压，即非饱和区域。因此，通过数值方法能更直观地观测到浸润
面位置以及入渗分层情况。由于在数值计算中未考虑边坡浅层坡面的水分蒸发，因此，相比于实验结果，
数值计算得到的浸润面位置更加贴近浅层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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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边坡浸润面位置对比

Fig.19 Position comparison for infiltrated surface of slope

[33, 34]

通过持续模拟降雨至 4 h，等效塑性应变分布如图 20 所示。图 20 中深色阴影区域代表数值计算得到的
塑性应变贯通区，该区由坡脚延伸至坡顶，表明滑坡面的产生位置。通过对比图 20 中试验得到的破坏面、
坍塌体、沉降区和堆积区，试验结果与数值计算得到的等效塑性应变贯通区吻合良好。说明数值结果和试
验结果的边坡失稳破坏时间和破坏形式一致。等效塑性应变从坡脚处开始延伸，验证了边坡失稳破坏是由
坡脚处最先开始。

[33, 34]

图 20 失稳破坏对比情况

Fig.20 Comparison of instability failure

[33, 34]

在试验的过程中由于存在风荷载、蒸发等因素影响，试验和数值计算得到的浸润线趋势相同，但位置
存在微小差异。由于数值模型对边界条件的严格控制、以及降雨强度的精准性以及持续时间的连贯性，相
对于试验，数值计算对边坡破坏规律的描述更加准确和详细。由于静力平衡状态到失稳破坏阶段的过程不
会发生变化。因此，试验和数值计算得到的边坡失效时间和破坏形式十分一致。图 19 和图 20 的试验与数
值对比说明，本文的数值计算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5 结论
本文采用渗流力学理论与岩土力学理论结合的方法，通过液塑限试验和直剪试验获得典型土样物理力
学参数，利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构建边坡稳定性分析的非饱和土流固耦合模型，研究了不同降雨条件
下，超规范高陡边坡稳定性变化规律，并与规范边坡进行了比较，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数值分析，入渗水极易存储于边坡浅层区域。水分集中分布在边坡表层，对边坡底部的影响
极小。当总的入渗水量过大时，极易在边坡内部形成积水，增加岩土体自身的重力，从而诱发边坡失稳破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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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进行短时间的高强度降雨时，在较高的边坡初始含水率情况下，边坡趋于稳定状态；在进行长
时间的低强度降雨时，边坡初始含水率过高以及过低均会导致边坡稳定情况下降。
（3）在降雨的过程中，边坡初始含水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控制含水率进而将影响土壤粘聚力
和内摩擦角的变化，直接反应边坡的抗滑移能力。
（4）超规范高陡边坡与规范边坡对比研究发现，边坡的坡高和坡角严重影响边坡的稳定性。针对此类
超规范高陡边坡，需在坡面和坡脚处进行加固，如砌石骨架和抗滑桩等。同时，坡顶和坡面需做好截排水
措施，防止降雨引发的径流在底部坡面形成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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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山典型林地坡体稳定性的动态变化
王鑫皓，王云琦，马超，王玉杰，李通，朱锦奇
（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植被的存在能够固持土壤，减缓滑坡等灾害的发生，但是气候变化对于不同植被类型

的固坡效果的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中利用缙云山典型林地 2 年的土壤含水量数据和气象数
据、土壤的物理特性、植物根系对土壤的加强作用，通过数值模拟来计算不同林地不同时间
段的安全系数的动态变化，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1)除了土壤的抗剪强度参数、
植被根系，吸应力外土层深度也是影响安全系数的重要因素；2)随土层深度的增加植被根系
产生的附加粘聚力和吸应力产生的水文粘聚力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逐渐减小，土壤抗剪强
度参数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逐渐增大；3）各林地固坡效果从大到小为毛竹林、灌木林、
裸地、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4）气候变化对毛竹林安全系数的影响最小，对灌木林安
全系数的影响最大；5）高温天气会造成安全系数峰值，极端降雨天气会造成。
关键词：典型林地；安全系数；数值模拟；动态变化

Abstract: The presence of vegetation can stabilize soil and mitigate landslides and other disasters, but
the effect of on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slope consolidation with climate change is unclear.
In this study, the soil moisture content data and meteorological data of typical woodland in Jinyun
Mountain for 2 year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oil physical properties by plant
roots.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calculate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safety factor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woodl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oil depth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afety factor except for the soil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 vegetation roots,
suction stress；2) with the increase of soil depth, the additional cohesive force generated by vegetation
roots and the hydrological cohesive force generated by stress absorption gradually reduce the
contribution of soil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to slope safety factors; 3) the effect of forestland slope
fixation is from large to small is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forest, shrub forest, bare ground, mixed forest,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4) the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forest has the best slope stabilization effect
in resist the climate change.5) In extreme heat the safety factors of forest land would reach the peak
value，but meet extreme rainfall, the safety factors will drop dramatically.
Key words: typical woodland; safety factor; numerical simulation; dynamic change

引言
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出现频率逐渐增加，2017 年成为有记录以
来最温暖的非厄尔尼诺年，相比常年温度偏高 0.46℃。区域性极端降水事件频发，造成了
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滑坡是最为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对自然资源、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损
[1-2]
失 。缙云山地处三峡库区附近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加上雨量充沛并且多暴雨的气候，
[3-4]
历来是我国山地灾害的频发区和重灾区 ,所以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防止滑坡
灾害的发生是该地区灾害防治的重点。
利用植被提高坡体稳定性日益被视为一个具有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替代工程措施的选
[5]
择 。对于坡体稳定性已有大量的研究，影响坡体稳定的因素主要有土壤本身的力学性质，
[6]
植被对坡体的加固作用以及土壤含水量的变化 。对于土壤自身的性质而言土壤的粘聚力和
[7]
[8-9]
内摩擦角越大，坡体的稳定性能越好 。植物的固土护坡作用主要通过根系的抗拉强度 与根
[10,11]
[12,14]
土界面的摩擦力来实现 ，根系形态特征也会影响含根土体的抗拉强度 。土壤中含水量的变化
[15]
[11,16-17]
，
一向边坡稳定研究中的重点，土壤含水量的变化会影响土体的自重荷载 ，根土界面的摩擦
[18-20]
影响土体的基质吸力从而破坏边坡的应力平衡体系 。造成土壤含水量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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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雨是土壤的水分主要来源 ，植物的根系会增加土壤水分的下渗 ；而土壤蒸发和植物根系的吸水作
[24-25]
用会降低土壤的含水量 。
[26]
边坡的稳定性是一个随土壤含水量的变化的动态过程。Andrew S.等 对美国密西西比河北岸树
木、草地和裸地的安全系数动态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降雨较少的夏秋季节树木的存在能够显著提高
[27]
坡体的基质吸力和安全系数。Kim, J. H.等 对法国地区林窗和天然林的安全系数的动态变化研究表
明树木的存在能够降低土壤水分，提高边坡稳定性，树木能够降低气候和土壤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28]
Luke A. McGuire等 不同坡向和有无截流的安全系数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降雨
条件下林冠截留可以推迟因降雨引起的坡体安全系数的降低。前人对于安全系数动态变化已经进行了
一些研究，但是对于不同的林地类型坡体稳定性动态变化的机制尚不清楚。
本研究利用土壤水分传感器监测不同林地土壤水分的动态变化，省去了森林水文繁琐的
计算过程，在土壤含水率变化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非饱和土的强度变化及根系对土壤的加强
作用，计算坡体安全系数，分析影响安全系数的主要原因，得出固坡效果最好的林地，得出
不同林地坡体安全系数随气候变化的动态变化以及抵抗气候变化效果最好的林地，以期为三
峡库区的植树造林、预防和减缓滑坡等灾害提供理论依据。

2、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重庆北碚缙云山。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3.6 ℃ 。最高海
拔 951 m。由于年平均降雨量高（1783.8 mm），这里植物资源丰富，有 6 个主要植被类型:
常绿阔叶林、暖性针叶林、竹林、常绿阔叶灌丛、亚热带灌草丛和水生植被。土壤以三叠纪
须家河组厚层石英砂岩、炭质页岩和泥质砂岩为母质风化而成的酸性黄壤及水稻土。本文将
选取 4 个林分（混交林，常绿阔叶林，毛竹林和灌木林）作为样地,裸地被选为对照组。各
典型林地的基本立地条件见表 1。

图 1 研究点位置图
表 1 典型林地基本立地条件
立地因子

林型

林型
海拔/m

混交林

760

坡向

西北

起源

天然

龄级

Ⅵ

枯落物
下木盖

地被物

厚度

贮量/

度/%

盖度/%

/cm

（t·hm-2）

40

30

3.5

31.57

郁闭度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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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林

825

西北

天然

Ⅵ

0.9

40

20

3.4

58.9

楠竹林

800

西北

天然

Ⅴ

0.85

10

80

1.4

29.11

灌木林

860

西北

天然

Ⅴ

0.95

60

50

4.5

86.85

2.2 土壤物理性质的测定
在各个典型样地内随机选取采样点挖掘剖面，在剖面上用环刀 一层一层地采集土壤，
利用环刀和烘箱等仪器测定原状土的含水(土壤的参与含水量按其饱和含水量的 10%来算)、
容重等。
按照《土工试验规程 SL237-1999》要求，将土风干，过 2 mm 的筛，添加相应的水量，
充分搅拌后，放入密闭容器浸润 24 小时后，称取相应质量的土采取分层击实的方法进行制
样，试样高 8 cm，直径 3.91 cm，对试样进行抽气饱和后，分别加 100、200、300 KPa 的围
压进行固结不排水剪切，测定重塑无根土的有效粘聚力和有效内摩擦角。根据有效应力公式，
土壤总应力减去孔隙压力值就是土壤的有效应力。进而采用有效大主应力和有效小主应力，
作莫尔破损应力圆，得出抗剪强度包线，从而得出有效粘聚力和有效内摩擦角。
利用压力板法测量各土样的基质吸力，每个土样同时量测两个试样，分别量测 2 次，共
4 个重复取其平均值，从而得出各土样的土-水特征曲线。
2.3 植物根系对土壤强度的加强作用
在每个林地随机选择五个点，通过挖剖面的方法调查不同土层的根系分布，利用游标卡
尺等测定不同土层的根系的径级分布，在挖掘剖面的同时收集土壤中的根系，带回实验室后
利用万能实验机测定不同林地代表性树种的根系的抗拉强度，拉伸速率为 1 mm·min-1。根系
对土壤强度的加强作用采用Wu模型来估计，因根系存在而产生的附加粘聚力计算公式如下：

A 
Cr Tr  r  ( cos θ tan φ + sin θ ) =KTr RAR
=
 A
(1)
式中：Tr——为根系的抗拉强度；Ar/A——为根面积比；K——比例系数，RAR根面积比。
但是由于Wu模型的假设是所有的根系同时断裂，大量研究[29]已表明Wu模型高估了因为根系
存在而产生的附加粘聚力，所以研究中的K值将参考缙云山地区根系增强抗剪强度的研究[30]，
K值取 0.63.
2.4 土壤含水量与气象数据获取
在每个典型林地的径流小区内布设土壤湿度传感器，监测不同土层的含水率动态变化，
传感器共布设三层，布设深度分别为 10、50、80cm，分别监测林地内三层土壤的温湿度变
化情况（0-20 cm、20-70 cm、70-100cm）。利用缙云山定位观测站的气象站监测研究区的降
雨等气象数据。
2.5 典型林地坡体安全系数的计算
通常降雨诱发的滑坡，滑动面较浅且平行于坡面。这种情况下，应力集中可以忽略，我
们可以使用无限斜坡稳定性模型进行稳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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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浅层无线斜坡模型的稳定性示意图

在极限平衡的状态下，潜在滑动面的抗剪强度等于剪应力。因此，斜坡的稳定系数可
通过抗剪强度与剪应力的比值来计算，所以干燥状态下无限边坡的稳定性分析模型为

F=
S

t f c + γ H ss cos 2 β tan ϕ tan ϕ
2c
=
=
+
td
γ H ss sin β cos β
tan β γ H ss sin 2 β

（2）

当H w t > H ss 时则必须考虑孔隙水压力对坡体稳定性的影响，通过太沙基的有效应力有效
应力原理，可以容易得将无线斜坡稳定性模型直接拓展应用于饱和状态。此时，饱和状态下
稳定系数的表达式为

tan ϕ ' 2 ( c '+ cr ) µ w
−
FS = +
(tan β + cot β ) tan ϕ '
tan β ϒ s h sin 2 β ϒ s h

（3）

大量研究[ ]表明即使不存在孔隙水压力，浅层滑坡也可能发生，这是因为土体在非饱和
情况下基质吸力随含水量的增加而减小。根据吸应力原理在非饱和状态下的有效应力通过吸
应力获取，利用吸应力带替孔隙水压力，通过土壤含水率的动态变化，得出坡体安全系数的
动态变化，利用极限平衡的方法得出坡体安全系数的公式为：

tan ϕ ' 2 ( c '+ cr ) s s
FS = +
−
(tan β + cot β ) tan ϕ '
tan β ϒ s h sin 2 β ϒ s h

（4）

式中：F S 为坡体的安全系数；φ’为有效内摩擦角；C’为有效粘聚力；C r 为根系存在产生
的附加粘聚力；σ s 为吸应力；β为斜坡的坡度； γ s 为土壤的重度；h为土层深度。
吸应力的大小有正负之分，土壤的含水率小于饱和含水率时吸应力为负值，当土壤的含
水率大于饱和含水率时吸应力为正值，其计算公式采用 Lu 和 Likos [] 提出的吸应力与基质
吸力的函数关系式：

θ − θr
S − Sr
(u a − u w ) =
(u a − u w )
ss =
− Se (u a − u w ) =
−
−
1 − Sr
θs − θr

(5)

式中：S e 饱和度；θ为体积含水率；S r 为残余饱和度；θ r 为残余含水量；θ s 为饱和含水量；
u a -u w 为基质吸力，基质吸力由检测的土壤含水量通过拟合的土-水特征曲线获得。

3、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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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土样的物理性质
表 2 不同林地土壤物理性质表

类型

土层

针阔混交林

常绿阔叶林

毛竹林

灌木林

裸地

A

1.15

1.18

1.14

0.73

0.99

AB

1.39

1.49

1.46

1.17

1.12

B

1.51

1.69

1.54

1.46

1.2

C

1.72

1.53

1.64

1.52

1.46

A

12.53~17.64

13.35~19.73

11.08~15.33

10.44~12.25

17.07~22.67

有效粘

AB

30.12~37.85

44.05~47.16

16.56~21.72

14.61~20.15

18.82~26.72

聚力

B

27.21~33.31

15.52~19.61

25.49~29.18

16.91~23.28

21.85~31.61

C

20.25~26.17

3.36~7.58

42.01~48.29

44.05~47.16

47.02~55.61

A

20.83~26.83

22.38~28.26

22.49~29.02

19.83~24.94

19.79~22.82

有效内

AB

18.20~21.06

20.41~21.12

24.64~30.51

23.17~27.76

20.48~24.25

摩擦角

B

19.50~23.26

23.47~24.75

19.45~26.53

28.09~28.86

21.93~26.82

C

22.54~24.33

20.84~25.88

15.69~19.03

18.59~22.32

15.78~19.03

容重

各个林地土壤容重除了常绿阔叶林第 4 层土壤外，均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增加。针阔混
交林和常绿阔叶林的有效粘聚力随土层深度先增加后减小，这是因为这两个林地的下层土壤
的砂粒含量较多有关。毛竹林、灌木林和裸地的有效粘聚力均表现为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增
大。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的有效粘聚力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先减后增，毛竹林、灌木林和
裸地的有效内摩擦角均表现为随土层深度增加先增后减。除少数土层外土壤的饱和含水量随
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小。
3.2 植物根系的加强作用

137

150

150

��

��
120

R2=0.75

� � � � � Mpa �

R2=0.66

� � � � (Mpa)

T=84.18D-0.75

120

T=28.91D-0.26

90

60

90

60

30

30

0

0
0

1

2

3

4

5

6

0

1

2

� � � � � mm�

3

4

5

150

150

����

�����
120

T=120.63D-0.77

120

T=88.58D-0.83

R2=0.77

R2=0.71

� � � � (Mpa)

� � � � � Mpa�

6

� � � � � mm�

90

60

30

90

60

30

0

0
0

1

2

3

4

5

6

0

1

2

� � � � � mm�

3

4

5

6

� � � � � mm�

图 3 根系抗拉强度图

由图 3 可知 4 种根系抗拉强度随根系直径的增加而减小，呈负的幂指数关系，这是因为
细根中单位干质量的纤维素含量比粗根的[31,32]。从 4 植物根系的根系抗拉强度图可以看出，
4 中根系可以明显的分为两类，一类是毛竹根系毛竹的根系，根系抗拉强度随直径的增加缓
慢减小，最后几乎不变，另一类是山矾的分析、广东山胡椒的根系和新木姜子的根系，这些
植物的根系当直径较小时的抗拉强度随直径的增加而快速减小，随着根系直径的增加抗拉强
度的减小速度逐渐减小
表 3 根系抗拉强度和附加粘聚力分布

土

针阔混交林

常绿阔叶林

毛竹林

灌木

层

RAR
(%)

Cr
(kPa)

RAR
(%)

Cr
(kPa)

RAR
(%)

Cr
(kPa)

RAR
(%)

A
AB
B
C

0.03
0.19
0.42
-

1.18
12.95
28.75

0.44
0.1
0.06
0.18

42.79
3.88
1.17
2.02

0.39
0.52
0.44
0.39

40.84
54.46
51.58
45.25

0.16
0.05
-

-

Cr
(kPa)
30.72
6.7
-

通过挖掘剖面的方法对 4 种林地不同土层根系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根据根系直径和
数量计算出的根面积比（RAR）如表 3 所示，针阔混交林的根系主要分布土壤的前 3 层，RAR
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常绿阔叶林的根系 4 层土壤均有分布，第 1 层土壤的 RAR 较大，
其他 3 层土壤的 RAR 相对较少；毛竹林中 4 层土壤中均有根系分布，RAR 随土层的加深先
增后减，但是各层土壤间 RAR 的变化不大；灌木林的根系的分布较浅，只分布在前 2 层土
壤中，第 1 层土壤的 RAR 较大，第 2 层分土壤的 RAR 较小。各林地中植物根系所产生的附
加粘聚力的大小及变化情况与根系的 RAR 的分布情况大致相同，植被根系对针阔混交林土
壤的附加粘聚力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加；植被根系对常绿阔叶林土壤的附加粘聚力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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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土壤的较大，下 3 层土壤的相对对较小；毛竹林的根系对土壤各层土壤产生的附加粘聚力
均较大，在 40.84~54.46 kPa 之间。灌木林根系对土壤的加强相对较小，第 1 层土壤的附加
粘聚力为 30.72 kPa，第 2 层土壤的附加粘聚力仅为 6.7 kPa。
3.3 降雨量和气温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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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降雨气温动态变化

利用缙云山缙云保护站的小型气象站对 2016 年 8 月到 2018 年 7 月为期两年的降雨和
气温情况进行了持续监测，两年中每个月的降雨量和气温的动态变化如图 4 所示。降雨量
的变化情况为从 2016 年 8 月到 11 月是雨季；从 2016 年 12 月到 2017 年 3 月为旱季，期间
不降雨或降雨极少；从 2017 年 4 月到 2017 年 11 月为雨季，在这期间降雨量较多,但是在 7、
8 月份会出现降雨量的下降；从 2017 年 11 月到 2018 年 2 月为旱季，降雨量相对较少，但
比起前一年的旱季降雨量明显增加；从 2018 年 3 月开始进入新一年的雨季，其中 4 月份的
降雨量明显高于其他月。气温从 2016 年 8 月开始气温逐渐下降，2017 年 1 月降到最低点随
后气温开始逐渐回升，2017 年 7 月温度升到最高点，随后气温开始下降，2018 年 1 月降到
最低之后开始升温。每年的 7 月为气温的最高点，1 月为最低点，全年气温大多数在 0℃ 以
上。降雨的趋势与气温的趋势大致相同，基本符合季风气候 “雨热同期”的特征。
3.4 土壤含水量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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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林地土壤含水量的变化

5 种典型林地的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的监测结果如图 6 所示。针阔混交林的土壤含水量在
20%~40%之间，在 2016 年 8 月到 2017 年 4 月之间，中间层土壤含水量土壤含水率最高，
其次是下层土壤，最后是上层土壤，2017 年 5 月之后为土壤含水量从大到小依次中层、上
层、下层。在 2016 年 7、8 月和 2017 年 7、8 月出现了 2 次土壤含水量的整体下降，这可能
是因为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 2 个月份，高温度会增加土壤中水分的蒸发速率，降低土壤含
水量。2017 年 4 月土壤的含水率也发生了整体下降，这可能因为 2016 年 12 月到 2017 年 4
月之前一直是旱季，降雨量较少，同时温度也比较低蒸发较少，从 4 月开始温度开始回升，
蒸发加快，土壤含水量开始下降。2018 年 4 月土壤含水率未下降的原因是因为，2018 年 4
月的降雨较大，明显高于其他月份。常绿阔叶林中总体来看含水量最高的中层土壤，其次是
下层土壤，最后是上层土壤，其中中、下层土壤含水率比较稳定，表层土壤的含水量变化较
大，这是因为表层土壤直接与空气接触，降雨和空气温度的变化会对表层土壤的含水量产生
直接影响。与针阔混交林相同每年 7、8 月时 3 层土壤的含水量都会发生明显的下降。毛竹
林的土壤含水量在 20%~40%之间，总体上表现为中层土壤的含水量最高，从 2016 年 8 月到
2017 年 4 月之间是上层土壤的含水量高于下层土壤，从 2017 年 5 月到 2018 年 4 月是下层
土壤的含水量高于上层，上层土壤含水量的波动最大。与前两个林地相同，毛竹林的含水量
在每年的 7、8 月也会出现整体的土壤下降，与针阔混交林相同，在 2017 年的 4 月毛竹林的
土壤含水量也出现了整体下降。灌木林的土壤含水量在 15%~35%之间，土壤含水量总体表
现为第 3 层土壤的含水量最高，在 2016 年 8 月到 2017 年 7 月之间是上层土壤含水量高于中
层土壤含水量，在 2017 年 8 月到 2018 年 4 月之间是中层土壤的含水量高于上层土壤的含水
量，土壤含水量波动最大的同样是第 1 层土壤。灌木林的 7、8 月同样出现因气温高降雨少
而出现的土壤含水量整体下降的情况。裸地的土壤含水量在 20%~40%之间变化，土壤含水
量总体表现为从大到小是下层大于中层大于上层，波动最大的同样是第 1 层土壤。与其他林
地一样在每年的 7、8 月裸地也出现了土壤含水量的整体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较小。
3.5 不同土层的土-水特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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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土水特征曲线图

不同林地的各个土层的土水特征曲线存在在较大差异。总体来看随着土壤含水率的增加
竹林各层土壤的基质吸力下降最快，其次是常绿和灌木，最后是裸地和针阔。常绿阔叶林的
第一层、第二层和第四层土壤的土水特征曲线大致相同，当土壤的含水量低于 25%时基质
吸力开始快速增长；第二层土壤则为当含水率低于 15 时开始快速增长。在针阔混交林中第
一层和第四层土壤的土水特征曲线较为接近，当土壤含水量小于 25%时基质吸力开始快速
增长；第二层土壤含水量小于 22%时基质吸力开始快速增长；第三层土壤当土壤含水率小
于 10%时基质吸力开始快速增长。在毛竹林中 4 层土壤的土水特征曲线差距较小，当土壤
含水量小于 15%时基质吸力开始增长。灌木林中 A、AB、C 层土壤的土水特征曲线较为接
近，当土壤含水量小于 14%时基质吸力开始增加；B 层土壤含水量低于 30%时基质吸力开
始增长。在裸地中，第二层和第四层土壤的土水特征曲线接近重合，当含水量小于 30%时
基质吸力开始快速增长；第一层和第三层土壤含水率小于 25%时基质吸力开始增长。
3.6 各因素对安全系数的贡献
从公式（4）来看我们可以把安全系数分为有效内摩擦角贡献的安全系数、粘聚力贡献
的安全系数、植物根系贡献的安全系数、吸应力贡献的安全系数这四个部分。以 45°的坡体
为研究对象计算坡体安全系数时各项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见表 4。
各林地不同土层中有效内摩擦角贡献的安全系数在 0.3~0.61 之间，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
叶林中有效内摩擦角贡献的安全系数呈先减后增的趋势，毛竹林、灌木林和裸地中有效内摩
擦角贡献的安全系数呈先增后减的趋势，这主要与不同土层中有效内摩擦角大小的变化有关。
各林地不同土层中有效粘聚力贡献的安全系数在 0.1~3 之间，针阔混交林中有效粘聚力
贡献的安全系数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小，主要原因是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的所受到的
重力荷载增加导致下滑力增加；常绿阔叶林中有效粘聚力贡献的安全系数随土层深度的增加
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常绿阔叶林第 2 层土壤的有效粘聚力明显高于其他 3 层；毛
竹林、灌木林、裸地中有效粘聚力贡献的安全系数均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出现减小的原因
是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下滑力增加，最后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这三个林地第四层土壤的粘聚力
明显大于其他土层。
各林地不同土层中植被根系产生的附加粘聚力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与根系数量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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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大致相同，针阔混交林中根系分布在前 3 层土壤中，但是由于根系数量较少，根系产生的
附加粘聚力对安全系数的贡献相对较小在 0~0.86 之间；常绿的根系四层土壤均有分布，表
层土壤根系分布较多对安全系数的贡献为 6.03，其他 3 层根系分布较少，根系对土壤安全系
数的贡献在 0~0.25 之间；毛竹林的根系在 4 层土壤中均有大量分布，根系对土壤安全系数
的贡献相对较大在 1.04~4.76 之间；灌木林的根系分布较浅，第 1 层土壤中根系分布较多，
根系贡献的安全系数为 6.34，第 2 层中根系分布较少贡献的安全系数仅为 0.6；裸地中 4 层
土壤中均没有根系分布，所有根系贡献的安全系数均为 0。
各林地中不同土层吸应力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主要与土壤的含水量和土-水特征曲线
有关。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和毛竹林中吸应力对安全系数的贡献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呈现
减小的趋势，其中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中第 1 层土壤的吸应力贡献的安全系数较大达到
20 以上明显大于毛竹林第 1 层土壤中吸应力贡献的安全系数，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差距逐
渐减小，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竹林土壤的含水率高于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
土壤的含水率，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土壤含水率开始降低时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土壤（除
第 3 层土壤外）的基质吸力先开始快速增长；灌木林中除第 3 层土壤外吸应力对坡体安全系
数的贡献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呈减小的趋势，第 3 层土壤吸应力对坡体安全系数贡献高于其他
3 层土壤是因为这在层土壤的土水特征曲线中随含水率的减小基质吸力首先开始快速增长；
在裸地中出第 2 层土壤外，吸应力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的随土层深度的呈逐渐减小的趋势，
这是因为相比于第 1、4 层土壤，第 2、3 层土壤在低含水率低的情况具有更大的基质吸力。
表 4 各影响因素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
林地类型

真阔混交林

常绿阔叶林

毛竹林

灌木林

裸地

土层

有效内摩擦角

有效粘聚力

根系作用

吸应力

安全系数

一层

0.46

1.94

0.16

10.89~49.62

13.45~52.18

二层

0.61

2.21

0.86

4.85~15.66

8.48~19.35

三层

0.39

0.96

0.41

0.97~4.95

2.74~6.72

四层

0.43

0.45

0.00

0.84~1

1.72~1.88

一层

0.48

2.02

5.22

4.11~31.46

11.82~39.17

二层

0.38

2.51

0.21

1.68~5.65

4.78~8.75

三层

0.45

0.49

0.03

1.07~4.56

2.04~5.53

四层

0.46

0.10

0.04

0.62~1.12

1.21~1.71

一层

0.50

1.41

4.13

1.68~3.58

7.72~9.62

二层

0.54

0.93

2.57

1.12~1.37

5.16~5.40

三层

0.47

0.76

1.39

0.74 ~0.74

3.36~3.46

四层

0.31

0.79

0.90

0.53~0.86

2.52~2.85

一层

0.41

2.03

5.49

3.54~92.01

11.46~99.93

二层

0.48

1.27

0.52

2.59~18.13

4.86~20.40

三层

0.55

0.82

0.00

6.12~24.87

7.48~26.23

四层

0.38

1.01

0.00

0.55~3.77

1.94~5.16

一层

0.39

2.25

0.00

2.55~16.12

5.19~18.76

二层

0.41

1.42

0.00

7.45~19.18

9.28~21.02

三层

0.46

0.79

0.00

3.86~8.43

5.10~9.68

四层

0.30

0.97

0.00

0.72~1.16

2~2.43

由表 4 可知除了以上四点对坡体安全系数有影响外，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坡体的安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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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也会急剧下降，土层深度的增加主要导致土壤的自重应力增加，使坡体的下滑力加大，从
而导致安全系数减小。由此可见影响安全系数变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层深度的变化。
3.7 安全系数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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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土层安全系数的动态变化

各林地不同土层的安全系数的动态变化如图 8，所有林地在 45°坡度下安全系数均大于
1。第 1 层土壤的安全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灌木>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毛竹林>裸
地，其中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和灌木林，在 8 月份左右都会出现因含水率下降而出现的
安全系数的峰值。从安全系数的变化幅度来看，灌木林的的安全系数变化幅度最大，其次是
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毛竹林和裸地的变化幅度最小。
第 2 层土壤的安全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裸地>针阔>灌木>常绿>毛竹，其中针阔混交林、
常绿阔叶林和灌木和第 1 层一样在 8 月份出现了安全系数峰值，此外针阔混交林在 4 月份也
出现了安全系数峰值，这主要是因为土壤含水率的变化造成的。从安全系数的变化幅度来看
裸地、针阔、灌木的变化幅度较大，常绿和毛竹林的安全系数较稳定。
第 3 层土壤的安全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灌木>裸地>针阔>毛竹>常绿，其中针阔混交林、
常绿阔叶林和灌木林这 3 个林分在 8 月份依然会出现安全系数峰值，但是灌木林的峰值要明
显高于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从安全系数的变化幅度来看，灌木林安全系数变化幅度较
大，其他的较为稳定。
第 4 层土壤的安全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毛竹>灌木>裸地>针阔>常绿，与第 3 层土壤相
同，灌木的安全系数变化幅度最大，其他的较为稳定。
除了裸地第 2 层土壤和灌木的第 3 层土壤的安全系数外，各林地的安全系数随土层深度
的增加安全系数逐渐减小，安全系数的变化幅度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变化幅度逐渐减小，这是
因为土层越深，受到外界的干扰越小所以安全系数的变化越稳定。各林地中安全系数变化幅
度最大的是灌木，这是因为灌木林土壤在低含水率范围对含水率的变化最为敏感。各林地中
安全系数最稳定的是毛竹林，这一方面是因为毛竹林土壤的含水量动态变化相对较小，而且
在其含水量变化范围内基质吸力变化幅度较小，另一方面是因为毛竹林植物根系是五种林地
中根系固土效果最好的植被类型，四层土壤中均有大量植物根系分布，而且植物根系对坡体
安全系数的贡献均在 30%以上。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在每年的 5 月份出现了因为旱季
造成的土壤含水率的低谷，所以在每年 5 月会出现安全系数的突然增长，这个突然增长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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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小。
3.8 极端天气对坡体安全系数的影响
本文所说的极端天气主要包括极端降雨和极端高温和低温天气。选取两年内日降雨量最
大的 8 天，用当天的最高含水量计算安全系数，分析日降雨量、最大一小时降雨量、最大半
小时降雨量与对应的安全系数之间的关系。在每个高温段和低温段个选取三天的最高气温或
者最低气温代表当天的气温，分析气温与安全系数之间的关系。降雨量与气温之间的关系见
图 9，他们线性关系方程见表 5。从图 9 可知坡体的安全系数与日降雨量、最大一小时降雨
量、最大半小时降雨量呈负相关关系吧，而且三者对与安全系数的影响大致相同。在相同降
雨量的情况下个林地安全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毛竹林、裸地、灌木林、针阔混交林、常绿阔
叶林。同样温度对坡体安全系数也有很大的影响，高温天气下的坡体安全系数明显大于低温
时的坡体安全系数。其中受温度影响最大的林地是灌木林，在低温天气时安全系数在 2 左右，
在高温天气时坡体安全系数最高可达 4.55；受温度影响最小的是针阔混交林，安全系数的变
化范围在 1.74~1.85 之间。

4、讨论
4.1 坡体安全系数的影响因素
植被边坡稳定性是土壤、植被、水、气候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通过对重庆缙云山
5 种典型林地坡体稳定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土层深度是影响坡体安全系数的重要因素，坡
体的安全系数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降低。Kim, John H.等研究表明土层深度越深越容易发生
坡体失稳[27 ]。E. Arnone等研究表明坡体安全系数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减[33]。这是因
为一方面随着土层深度的土体的自重应力不断增加从而导致整个坡体的下滑力增加，另一方
面植物的根系大多分布在土壤浅层，随土层深度的增加植物根系的数量逐渐减少，根系对坡
体的加强作用也随之减小。
除毛竹林外其他林地各土层中吸应力贡献安全系数都达到了安全系数的 40%以上，而
毛竹林各层土壤吸应力贡献的安全系数占总的安全系数的 22%~25%，所以吸应力产生的水
文粘聚力是影响坡体安全系数的重要因素。Kim, J. H.等研究表明在越南、哥斯达黎加和法
国因为水文粘聚力和土壤水的重量造成的不同植被类型的安全系数分别相差 86%、68%、
50%[27]。吸应力贡献的安全系数是安全系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林地的水文粘聚力导致了
安全系数的不同。当土壤的含水率等于饱和含水率，吸应力为零，这个时候吸应力贡献的安
全系数也为零，所以当各林地土壤含水量升高达到饱和含水率时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的
第 4 层土壤中会出现失稳现象。
植物对坡体稳定性的加强作用主要体现在植物根系产生的附加粘聚力上[]，根系坡体加
强作用的大小于范围主要与根系数量与根系分布范围有关。Andrew Simon 研究表明桦树和
梧桐的根系在 1 m的土层中各个深度均有分布，且数量较多，它们对安全系数的贡献分别为
42%和 41%，而黑柳和枫香树的根系同样在 1 m的土层中各个深度均有分布，但是下层土壤
中根系数量叫很小，它们对安全系数的贡献分别为 14%和 23%[26 ]。本研究结果表明针阔混
交林根系较少，表层土壤中根系对安全系数的贡献仅为 0.8%，2、3 层根系分布较多对安全
系数的贡献为 1%~11%；常绿阔叶林中表层土壤中根系分布较多对安全系数的贡献达到了
20%，下 3 层土壤中根系分布较少对安全系数的贡献仅为 1%~4%；毛竹林中根系各层土壤
均有分布且数量较多，各层对安全系数的贡献高达 34%~52%之间。灌木林的根系分布在前
2 层土壤之中，第 1 层土壤中根系分布较多，对安全系数的贡献为 20%，第二层土壤的根系
分布较少，对安全系数的贡献 6%。Arnone E等研究表明灌木的根系在改善稳定性方面起不
到重要的机械作用，因为深层土壤不受根系加强的影响[33]。
土壤的有效粘聚力和有效内摩擦角是反映土壤抗剪强度的重要参数。本研究结果表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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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吸应力和根系的附加粘聚力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逐渐减小，这时候有
效内摩擦角和有效粘聚力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逐渐增大。
4.2 不同植被类型的固坡效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植被类型是影响坡体安全系数大小的重要因素，不同植被类型下坡体安
全系数明显不同，植被影响边坡的稳定性主要通过根系产生的附加粘聚力和吸应力产生的水
文粘聚力。根系产生的附加粘聚力的大小与根系的分布深度与形态有关[33]。根系加强效果
最好的林地是毛竹林，对 4 层土壤均有很好的加强效果，这是因为毛竹林的根系在 4 层土壤
中均有分布且数量较多。其次是针阔混交林林，针阔混交林的根系对浅层土壤有加固效果，
它的根系第 1 层土壤中分布较少，2、3 层逐渐增加。最后是灌木林和常绿阔叶林，灌木林
的根系对前 2 层土壤的有较好的加固作用，因为它的根系只分布在前两层在土壤之中，第 1
层土壤中根系分布较多，第 2 层土壤中根系分布较少；常绿阔叶林中只有在第 1 层土壤中有
很好的加固效果，虽然常绿阔叶林的根系在 4 层土壤中均有分布，但是除了第 1 层土壤外，
其他 3 层土都只有极少的根系分布。
吸应力产生的水文粘聚力的大小主要与土壤含水率和土水特征曲线有关，一方面植被可
以通过根系吸水降低土壤的含水率[34,35]，另一方面植物根系的存在也会增加土壤水分的入渗
能力[26]。各林地中毛竹林中吸应力贡献的安全系数最小，这是因为毛竹林的土壤含水率是
最高的。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和灌木林这三个林地吸应力贡献的安全系数较大，这是因
为相比于毛竹林这 3 个林地的土壤含水量较低，而且在相同含水量条件下这三个林地的基质
吸力更高。裸地除了第一层土壤外，与其他 3 层土壤的吸应力对安全系数的贡献与针阔混交
林等 3 个林地相近。Kim, John H.等研究表明不同植被类型的安全系数的不同主要是因为水
文粘聚力不同造成的 [27]。
由于在浅层土壤中根系产生的附加粘聚力和吸应力产生的水文粘聚力对安全系数的贡
献较大，所以在浅层土壤中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和灌木林这 3 个林地安全系数较高；在
下层土壤中土壤抗剪强度参数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更重要，所以在下层土壤中灌木林和裸
地的安全系数较高。竹林由于表层土壤的吸应力较低，每层土壤的根系的附加粘聚力都很高，
所以相比于其他林地，竹林在表层土壤安全系数较低，在深层土壤的安全系数较高。若以第
4 层土壤的安全系数来衡量不同林地的固土护坡效果，则各林地固坡效果从大到小为毛竹林、
灌木林、裸地、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
4.3 气候变化对安全系数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气候变化主要是指降雨和气温的变化，降雨量的增加会使土壤含水量增加，
吸应力对安全系数的贡献减小，从而降低坡体的稳定性；气温的增加会使植物的蒸腾速率和
土壤的蒸发速率增加，加快土壤水分的减少，吸应力对安全系数的贡献增加，从而增加坡体
的稳定性。在 7、8 月份各个林地中都会出现因地含水量而出现安全系数峰值，但是针阔混
交林、常绿阔叶林和灌木林三个林地的的峰值明显大于裸地和竹林。这是因为有植物的 4
个林地的含水量下降幅度明显大于裸地，而竹林的含水量较高，基质吸力变化较小。部分林
地在 4 月份也会出现因长期干旱和温度回升而出现的安全系数峰值。安全系数的季节性变化
受降雨和蒸散发的影响[36-38]。
从全年的安全系数的动态变化来看，波动程度最大的是灌木林、其次是常绿阔叶林和
针阔混交林，然后是裸地，波动程度最小的是毛竹林。Kim, John H.等研究表明深根可以缓
冲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稳定影响[27]。这可能是因为在其对应的含水量变化范围内灌木的基质
吸力变化最大，所以灌木林的波动最大，毛竹林含水含水量全年较高，且在其含水量变化范
围内基质吸力变化不大同时毛竹林根系遍布 4 层土壤对于抵抗气候变化也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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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影响坡体安全系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有土壤的抗剪强度参数、植被根系产生的附加粘聚
力，吸应力产生的水文粘聚力。此外土层深度也是影响安全系数的重要因素，随土层深度的
增加植被根系产生的附加粘聚力和吸应力产生的水文粘聚力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逐渐减
小，土壤抗剪强度参数对坡体安全系数的贡献逐渐增大。
不同植被类型对坡体的安全系数的影响主要通过植物根系产生的附加粘聚力和吸应力
产生的水文粘聚力来实现，根系产生的附加粘聚力的大小主要与各林地中根系的分布有关，
水文粘聚力的大小主要与土壤含水率和土水特征曲线有关。以第 4 层土壤的安全系数来作比
较各林地固坡效果从大到小为毛竹林、灌木林、裸地、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
降雨和气温是影响安全系数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所有林地在每年的 7、8 月会出现因
高温造成安全系数的峰值，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和灌木林的安全系数峰值明显大于毛竹
林和裸地的，部分林地在每年的 4 月份也会出现因长期干旱和温度回升而出现的安全系数峰
值。总体来看，气候变化对毛竹林安全系数的影响最小，对灌木林安全系数的影响最大。总
体来看，毛竹林是抵抗气候变化最好的林地，灌木林是抵抗气候变化最差的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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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理統計方法分析地聲訊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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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質脆弱及暴雨持續時間的增加，土石流目前已成為台灣的主要災害之一。本文利用

神木觀測站愛玉子溪地聲資料分析平時、地震及土石流事件時，地聲訊號展現的統計關係。本研究利
用地理統計方法中的半變異圖，計算 1/4 秒時間段內的振幅資料間的統計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平時的
地聲資料展現高度隨機性，地震的地聲訊號則呈現高度連續性並可使用高斯函式擬合，土石流事件的
地聲訊號則可使用球型函數擬合，其空間連續性較低。因此擬合半變異圖的數學函式及擬合成果可用
於平時、地震及土石流事件分類。

關鍵詞：土石流、地聲、地震、半變異圖。

Geostatistical Analysis of Geophone Signal
Guo-Hao Huang [1]* Yao-Min Fang [2] Hsiao-Yuan Yin [3] Hsiao-Yu Huang
[4]
Chien-Liang Lin [5]
ABSTRACT Due to the fragile geologic structure and an increase in the duration of
torrential rainfall in recent years, debris flow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disasters in Taiwan.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the geophone data of Aiyuzi river collected
from the Shenmu station to analyze the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under the normal condition,
earthquake event and the debris flow event. The 1/4 second geophone data were used to
compute the variogram. The variogram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ophone data under the
normal condition demonstrates the pure nugget effect and the geophone data under the
earthquake event shows the high continuity and its variogram can be fitted by the
Gaussian function. The geophone data under the debris flow event shows the weaker
continuity and its variogram can be fitted by the spherical function. As a result, the
functions used in the variogram modeling can be use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earthquake
event and debris flow event.
Key Words: Debris flow, Geophone,Earthquake, vari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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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台灣地區位處太平洋地震帶上，地質脆弱且斷層多，因此容易造成山坡
地災害，土石流目前已成為台灣的主要災害之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 (以下簡稱水土保持局) 從 2002 年開始建立固定式土石流觀測站，至今
已建立 21 站固定式土石流觀測站。目前固定式土石流觀測站所配置的監測
儀器中，主要以傾斗式雨量計、地聲感知器、攝影機、土壤含水量計及鋼索
檢知器為主（魏士超等，2018）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利用時域或頻率域方式分
析地聲訊號與土石流事件間的關係。本研究中利用地理統計方法中的半變異
圖分析神木觀測站愛玉子溪地聲訊號的特性，研究成果顯示半變異圖可用於
地震及土石流事件類型的分類。

二、 實驗資料
自 2004 年起至 2018 年底止，水土保持局固定式土石流觀測站共觀測到
24 件土石流事件，其中 16 件土石流事件發生於南投縣信義鄉神木觀測站，
其中多集中於神木愛玉子溪。圖 1 為神木觀測站儀器配置圖，本研究將使用
神木愛玉子溪地聲資料進行研究，並利用地理統計方法分析三種不同情境（包
含平時、地震及土石流事件）下地聲訊號的振動特性。

圖1 神木觀測站儀器配置圖
針對地震情境本研究將使用2018年10月23日中午12時34分58.2秒發生於
花蓮縣政府東方102.2公里海域發生的第107124號地震資料，其詳細資訊如圖
2所示。針對土石流事件情境，本研究將使用2014年0520豪雨，神木觀測站愛
玉子溪於5月20日12：53 發生土石流事件。圖3為2014年5020豪雨愛玉子溪上
游CCD影像（2014/05/20 12:52~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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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央氣象局第 107124 號地震報告

圖 3 2014 年 5020 豪雨愛玉子溪上游 CCD 影像 2014/05/20 12:52~12:53

三、 研究方法
以地理統計方法分析地聲訊號的振動特性時，需計算地聲訊號之振幅的
半變異圖。半變異圖也是地理統計學的重心。隨機函數 Z (x) 的半變異圖 γˆ (h)
可表為下列形式(Webster and Oliver, 2007):
=
γˆ (h)

1 N (h )
[ Z (xi ) − Z (xi + h)]2 .
∑
2 N (h) i =1

其中 Z (xi ) 、 Z (xi + h) 為地聲訊號中的任兩個時間點的振幅觀測值， N (h) 為
取樣點之配對數目， h 為觀測值間的相對距離。
本研究將進行三種不同情境下（平時、地震及土石流事件下）的半變異
圖分析，半變異圖的成果由離散的 γˆ (h) 所組成，因此需先使用數學函式擬合，
以求得理論半變異圖，才能進行後續分析。能夠用於擬合半變異圖的數學函
式需符合 conditional negative semidefinite (CNSD)條件(Webster and Oliver,
2007)。常見的數學函式包含球形函數及高斯函數（圖 4），圖 4 中的 C0 為碎
塊效應，振幅的空間關係變化可由基元值 C1 與影響範圍 a1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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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球型函數

（b）高斯函數

圖 4 球形函數及高斯函數定義

四、 實驗結果與結論
神木愛玉子溪地聲資料擷取頻率為 500Hz，本研究擷取事件發生時的 1/4
秒資料段，因此共有 125 個振幅資料點用於計算半變異圖。圖 5 說明三種不
同情境的半變異圖成果，可發現圖 5(a)中平時資料的半變異圖成果呈現隨機
分布特性（pure nugget）
，圖 5(b)中則可發現地震資料的地聲訊號特性呈現高
度連續性，因此需要使用高斯函數進行擬合，並且其影響範圍為 0.037 秒。
圖 5(c)中 0520 土石流事件資料的影響範圍僅 0.027 秒，並且可使用球型函數
擬合。因此本研究推論可利用擬合半變異圖的數學函式及擬合後的影響範圍
分類平時、地震及土石流事件。
(a)平時
(b)2018/10/23 地震
(c)2014/05/20 豪雨

圖 5 半變異圖分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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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生态脆弱山区公路边坡植被配置研究
——以云南香丽高速公路边坡为例
王翼嵚，杜永龙，刘问*，胡雨村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100083，北京）
摘要：本文研究了高寒山区困难立地条件下公路边坡的近自然植被恢复与重建技术。选取云南香格里拉至
丽江（香丽）高寒山区、复杂地质地形及生态环境脆弱的条件下的高速公路边坡为研究区，通过室内盆栽
与实际边坡实验，进行护坡植物的筛选及配置研究，因地制宜提出不同类别的植被恢复方案。研究结果表
明 ：（ 1 ） 改 良 后 的 工 程 渣 土 可 用 作 护 坡 植 物 种 植 土 ， 不 同 粒 径 级 配 土 壤 的 植 物 发 芽 率 为
0~10mm<0~20mm<0~30mm，即植物在粒径广且级配充分的改良渣土中生长效果好；（2）豆科类草本出芽
最早、出芽率高，禾本科后期生长速度较快，灌木植物在一个月内的出苗率与生长量低；（3）建议用毛苕
子、多年生黑麦草、苇状羊茅、披碱草、老芒麦、白三叶等耐寒型、深根性、生长速度较快的草本植物，
灌木种子采用云南松、沙棘、紫穗槐、胡枝子等。
关键词：高寒山区；脆弱生态；公路边坡；植被配置；工程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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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tion configuration on highway slope in alpine mountainous
region with fragile ecology
Wang Yiqin, Du Yonglong, Liu Wen*, Hu Yucun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100083, Beijing.)

Abstract: This work studies the nature-simila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on the highway
slope in the in alpine mountainous region with fragile ecology. The highway slope from Shangri-La to Lijiang in
Yunnan province, which has complex g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conditions,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area.
Plants to protect the highway slope are selected and arranged by the cultivation tests indoor and on practical slope
with the construction resid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mproved construction residue can be used as planting
soil, and the effect of the soil with different grain size grading on the grass germination rate in is that
0~10mm<0~20mm<0~30mm, meaning that the improved residuum with wide particle size and sufficient gradation
has a good growth effect; (2) leguminous plants sprout the earliest and have the highest germination rate in the first
week, and gramineous plants grow faster in the later stage, while shrubs have a rather low germination rate in the
first month; (3) vegetation configuration is suggested to use the hardy and fast growing herbaceous plants with
deep root, such as Vicia villosa, Lolium perenne, Reed fescue, Elymus dahuricus, White Clover, et ac., as well as
the shrubs are selected as Pinus yunnanensis, seabuckthorn, Amorpha fruticosa, Lespedeza bicolo and so on.
Keywords: alpine mountainous region; fragile ecology; highway slope; vegetation configuration; construction
residue.
项目名称：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科技项目“高寒生态脆弱山区困难立地条件下公路边坡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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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崩塌區調查及治理規劃案例分析
黃敏郎[1]、陳嘉信[2]、蔣季翰[3]、林瑞仁[4]、洪政義[5]
摘要
2009 年莫拉克颱風，臺灣造成巨大之土砂災害，大規模崩塌調查與防災對策逐漸
成為國內外關注及重視的焦點。國內相關單位歷經將近 10 的調查分析研究，已逐漸
成熟大規模崩塌地調查與防災對策的作為。本計畫參考公部門公布之大規模崩塌調查
及觀測技術，從實務操作觀點，以屏東縣霧台鄉佳暮村 D038 大規模崩塌為案例，利
用高精度數值地形之崩塌地特徵判釋、地表調查、鑽探、傾斜管量測、3D 邊坡穩定
分析等方法，分析潛在滑動區位，進而擬定適切之整治對策。經此案例探討及分析，
綜合高精度數值地形之崩塌地特徵判釋，地表崩塌與地質調查以及地下水與傾斜管量
測，結合 Scoops3D 邊坡穩定分析，可有效進行大規模崩塌之滑動分區，並針對各滑動
分區之滑動特性，提出適切之防災對策。
關鍵字：邊坡穩定分析、大規模崩塌

Deep-seated landslide area investigation and governance
planning case analysis
Huang, Min-Lang[1], Chen, Jia-Shin[2], Chiang, Chi-Han[3], Lin, Ruei-Ren[4], Hung, Chung-I[5]

Abstract
In 2009, Typhoon Morakot caused huge sand disasters in Taiwan. Deep-seated landslide
investigations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aiwan and abroad. After nearly 10 investigations and analysis studies, domestic related units have
gradually matured the investigation of deep-seated landslid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measures. The
plan refers to the deep-seated landslide investigation and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nounced by the
public secto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ractical operation, taking the deep-seated landslide of D038
in Jiayu Village, Wutai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high-resolution DEM to
explain the slump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such as surface survey, drilling, inclinometer
measurement, 3D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etc., analyze the potential sliding position, and then
formulate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and analysis, the comprehensive
high-resolution DEM slump feature description, surface collapse and geological survey and
groundwater and in inclinometer measurement, combined with Scoops3D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can
effectively carry out deep-seated landslide sliding partition, According to the sliding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liding zone,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disasters are proposed.
Keywords：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deep-seated landslide

前言
自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臺灣造成巨大之土砂災害，大規模崩塌地調查與防災對策逐漸成為國內外關注
及重視的焦點。國內相關產、官、學界歷經將近 10 的調查分析研究，已逐漸成熟大規模崩塌地調查
與防災對策的作為。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已於 2015 年公布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行動綱領，
水土保持局 2017 年於公布大規模崩塌地區防災監測手冊、大規模土砂災害集水區調適規劃作業參考手
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 2018 年 11 月公布潛在大規模崩塌之調查及觀測技術手冊。
本計畫依據公部門公布之大規模崩塌調查及觀測技術，以實務操作觀點，以屏東縣霧台鄉佳暮村 D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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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崩塌為案例，從高精度數值地形之崩塌地特徵判釋、地表調查、鑽探、傾斜管量測、邊坡穩定
分析等作業，分析可能之潛在滑動區位，進而擬定適切之整治對策。
屏東縣霧臺鄉之大規模崩塌區編號 D038 範圍，所在崩塌範圍內為順向坡地形，地質岩性為黑色板
岩為主，其板岩具發育良好劈理等特性，當地坡度條件陡峻，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告此區為屏東縣山崩
及地滑敏感區範圍。

圖 1、屏東縣霧台鄉佳暮村 D038 大規模崩塌區位置圖

一、

崩塌地表地質調查

區域地質方面，參考中央地質調查所高屏溪流域地質圖，主要出露地層為潮州層(圖 2)，潮州層主
要岩性為板岩及硬頁岩為主，夾板岩硬頁岩與變質砂岩薄互層，偶夾薄層至厚層變質砂岩。板劈理走
向多為東北－西南走向，向東南傾斜約 22-60 度。區域地質方面，參考中央地質調查所高屏溪流域地
質圖，主要出露地層為潮州層(圖 2-6)，潮州層主要岩性為板岩及硬頁岩為主，夾板岩硬頁岩與變質砂
岩薄互層，偶夾薄層至厚層變質砂岩。板劈理走向多為東北－西南走向，向東南傾斜約 22-60 度。在
地質構造方面，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之調查資料顯示本計畫範圍內有一東北-西南向之斷層發育，此亦
是本區地層破碎的原因，而鄰近之構造現則有德文背斜及華容向斜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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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D038 區域地質概況圖

依據現地調查結果，本區主要之地質弱面為板岩之劈理面及節理面，其中板岩劈理面主要之位態
為N45oE/33oS，而節理面主要有兩組，其中一組位態主要為N23oE/45oW，另一組位態主要為N17oW/73oE。
而此三組不連續面與本計畫之坡向(東南坡向)，易形成楔型破壞，此為本基地崩塌發育之潛因。而依
據本計畫各區岩體露頭位置進行全區及分區之大圓分析結果如圖 3。
其中全區及分區之大圓分析結果大致一致。圖 3 中，分區 1 板岩劈理面主要之位態為 N33〫E/38〫
S，而節理面主要有兩組，其中一組位態主要為 N18〫E/32〫W，另一組位態主要為 N22〫W/79〫E，
分區 2 板岩劈理面主要之位態為 N45〫E/40〫S，而節理面則不明顯，分區 3 板岩劈理面主要之位態為
N62〫E/33〫S，而節理面主要有兩組，其中一組位態主要為 N35〫E/46〫W，另一組位態為 N22〫W/79
〫E。現況調查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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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D038 基地地質圖與大圓分析圖

圖 4、分區 1 板岩露頭受大地應力作用而褶曲照片

本計畫利用 CS 立體圖進行水文及崩塌的地形判釋。「CS 立體圖」是由日本森林總合研究所開發的地
形判釋圖資，是一種基於數值高程模型(DEM)資料所計算出的曲率、坡度、高程分層設色圖所疊套而
成的地圖，可以用於輔助地形特徵判讀，特別是利用高解析度 DEM 資料進行崩塌區之微地形(崩崖、
蝕溝、湧水)等分析判釋。

圖 5、 CS 立體圖製作流程

由圖 6 描繪判釋成果之水文分布及崩崖發育可清楚見到從歷史崩塌地形較低窪處使坡面水流往崩
塌地匯集，而歷史崩塌地現況已施作坡面的噴漿溝排水以及擋土牆等，近年的坡面植生也從草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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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已有相思樹、楠科植物生長，而已見裸露岩盤區域則無植物生長，整體而言除了裸露岩盤面之外
的邊坡仍屬鬆散崩積土堆積，後續坡面可能因蝕溝的發育的致災營力而造成局部的崩塌；另在蜿蜒道
路的坡面上，從圖 3-6 的位置①分析顯示坡面水系也有逐漸發育情形，在道路冠部已有明顯小區域崩
塌(如圖 7)。佳暮部落下邊坡如圖中位置②，CS 圖判釋為蝕溝水流與蜿蜒道路交會區，容易受到水蝕
沖刷流失。

1

2

圖 6 、CSMap 判釋崩崖及蝕溝特徵結果

圖 7、0823 熱帶低氣壓豪雨後沖刷流失成蝕溝情形(圖 6 位置

2018/10/09 攝)
②，

二、 地中傾斜管觀測
本計畫共完成 13 處鑽孔及傾斜管安裝，並於 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10 月完成五次傾斜管量測作業。
觀測結果以 BH-8 為例，鑽孔編號 BH-08 於 A+方向在 0823 熱帶低氣壓豪雨事件後地表累積變位約 2mm/
月，在地表下 15m 的區域出現一處地層滑動變位跡象，比對岩芯照片發現此深度位於崩積土層與破碎
板岩的土層界面區，從邊坡分析與地形地質判釋上，具有順向坡特徵且安全係數較低區域的分布，又
存有保全對象佳暮部落，目前變位量不大，但未來應持續觀察本區傾斜管變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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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BH-8 傾斜管量測變化

圖 9、 D038 傾斜管合向量平面圖

由傾斜管地表滑動之合向量圖(圖 9)可發現，本區之滑動區位主要有兩個區域，一個區域為北側及
西北側崩塌坡頂位置(佳暮伊拉道路)，此區最大滑動量為 BH-04 的 4.7mm，另一區為佳暮聚落下邊坡
BH-09 的 4.6 mm。

三、 地中傾斜管觀測
在邊坡分析的方法上，以往都屬於採用二維的邊坡分析軟體進行建置地形剖面模型，三維的邊坡
分析軟體則會因為建置模型複雜且計算需花費冗長的時間。而目本計畫使用 Scoops3D 進行本案之邊坡
穩定分析， Scoops3D 軟體為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於 2015 年發布之
三維邊坡穩定分析軟體，為一利用數值高程模型(DEM)，以切片法、Bishop 簡單切片法與極限平衡分
析法為理論基礎進行分析之邊坡穩定分析軟體。軟體中假設藉由訂定搜索點及搜尋半徑建立搜尋計算
範圍，以每個搜尋範圍內的 DEM 網格的安全係數判釋邊坡穩定係數的區位。從鑽探報告資料，本案
區的土層以簡化為崩積層及板岩為主，而土層參數如下表 1 假設。並將地形檔案轉換 Scoops3D 讀取之
ASCII 檔案格式開始計算。
表 1 Scoops3D 設定本計畫土層參數表
土層

C(kpa)

3

(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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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積土

0*

26

21.46

22.35

板岩

0.08

27

26.65

26.95

Scoops3D 提供了面積控制因子以及體積控制因子分析，在本計畫中選擇採用體積控制因子，其主
要原因為體積控制包含了深度以及面積考量，而因規模範圍的設定為自訂，故以區間分別計算以瞭解
體積區間網格分布，再以網格變化量合理的最大值作為後續分析使用的體積範圍設定區間。
圖 10 為體積 103~104立方公尺的體積區間計算結果，其滑動體積增大後的相對安全係數低的範圍也隨
之增大，分析也突顯出崩塌冠部的可能發育崖面輪廓越發明顯，這樣的分析成果比對CSmap的立體地
圖後，顯示此分析結果與地形立體圖的崩崖發育情況極為相符，且相對安全係數較低的坡向也與坑溝
的發育情形有關，在地形等高線坑溝的區位的相對安全係數較低。
251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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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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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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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3

圖 10、 10 ~10 (m ) FS值(平時)結果圖

綜合以上的計算結果，其本區域屬於淺層崩塌，相對安全係數較低的區域主要都在道路開發的上下邊
坡區位，除了以前歷史崩塌的結果與分析的安全係數較低區域的結果相符之外，在尚未發生崩塌裸露
的地方也從現地的地表地質調查發現有擋土牆因地層滑動損壞的問題；分析相對安全係數較低的佳暮
部落下方邊坡，也在本年度受到降雨沖刷造成邊坡局部淺層崩塌情形。因此，可從三維的邊坡分析來
看整個邊坡的安全係數，也可從相對安全係數分布較低的區域，用於評估崩塌潛勢的範圍以及其可能
滑崩的深度。表 7-2 為利用體積區間計算的可能滑動網格數及斜面積，為Scoops3D計算後產製的結果，
由此結果可推估可能滑動的平均崩塌深度。從體積區間而言在 104~105-105~106立方公尺的結果較為符合，
比對鑽探岩芯深度崩積層的深度甚淺，也約在 8~10 公尺深的區域，故為淺、中層的地滑特性。
表 2、 邊坡體積區間與崩塌深度變化表
區間
體積區間
編號
(m3)
1
101~102
2
102~103
3
103~104
4
104~105
5
105~106
6
106~107

FS≦1
網格數

體積(m3)
5
5
37
160
464
1576

66.6
108
1,350
10,900
105,000
1,060,000

平均崩塌深度(m3)
0.73
0.92
1.34
2.42
7.72
21.29

四、 崩塌滑動分區劃分
依據現地地形特徵及地質調查、地中傾斜管監測結果以及 0823 熱帶低氣壓豪雨後的實際崩塌結果，
套疊 Scoops3D 分析之相對安全係數值比對，進行本區大規模崩塌滑動分區劃分，其成果可約略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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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 個可將滑動邊坡劃分為 A、B、C 三區。如下圖 11。
1.

可能崩塌邊坡 A 區
A 區面積約 2.7 公頃，崩塌可能滑動的水平距離約為 157 公尺。主要可能造成佳暮伊拉道路完全中

斷，滑動距離範圍無保全對象之自然林邊坡。建議持續觀察，依照監測結果評估是否導入地下排水工
程，目前階段建議暫緩處理。
2.

可能崩塌邊坡 B 區
B 區面積約 1.1 公頃，崩塌可能滑動的水平距離約為 60 公尺。具深層滑動潛勢，目前監測變位量

甚小，BH-08 孔記錄地表下約 15 公尺處存有滑動面跡象，滑動可能造成佳暮部落建物的受災。滑動距
離下方為佳暮部落聯絡道路等。建議持續觀察，優先整治下方邊坡 C，增加邊坡穩定性。
3.

可能崩塌邊坡 C 區
C 區面積約 1.1 公頃，崩塌可能滑動的水平距離約為 90 公尺。經本年度 0823 熱帶低氣壓豪雨造

成淺層崩塌面積約 0.1 公頃，若崩塌擴大可能影響邊坡 B 區的穩定性，建議此邊坡為首要優先處理之
崩塌地。

圖 11、崩塌滑動分區劃分及滑動距離分析圖

表 3 中為計算等價摩擦角公式推估之可能滑崩的土砂體積量體，表 4 為可能滑動長度公式計算之
可能滑動長度範圍，其中需注意位於佳暮部落的 B、C 區，為被道路所切分的上、下邊坡，需優先處
理 C 區的邊坡崩塌，以免擴大範圍影響上邊坡之佳暮部落。
表 3、重力式型態崩塌面積-體積推估表
編號

2

面積(m )

3

推估體積(m )

A

27575.8

170570.4

B

10410.2

43569.7

C

10188.4

42274.7

資料來源：參考大規模崩塌範圍劃設手冊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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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崩塌可能滑動長度推估表
項目

高程差(m)

可能滑動距離(m)

A

100

157.55≒157

B

50

63.58 ≒65

C

70

88.59 ≒90

資料來源：參考大規模崩塌範圍劃設手冊推估。

五、

對策建議

由本案邊坡分析、地形地貌等綜合致災特性分析結果，佳暮 D038 屬於易發生淺層山崩與地滑的
地質敏感區域，坡面的土岩地質鬆散且破碎，凝聚力低易受到強降雨沖蝕的致災營力而發育沖蝕坑溝，
引發局部邊坡受重力牽引連動發生沉陷或滑動問題。D038 大規模崩塌區的整體邊坡條件歸納的土砂
災害問題如平面圖 12，由圖 12 歸納之土砂災害衍生之問題研擬規劃建議整體治理策略如平面圖 13。

圖 12、D038 計畫範圍坡地災害問題彙整平面圖

圖 13、整體治理對策提案規劃平面圖

在 BH-01、02、03 區域的佳暮伊拉道路區，為已開闢道路問題，由於地表崩積層僅約 8~10 公尺
厚，等高線地形上具有反性的情形，故應有地滑的特徵，但從地下水變化而言，本區在平時與暴雨後
的地下水抬升的差異不大，應為地表沖蝕溝造成的崩積層邊坡沉陷地滑問題，可能滑動邊坡下方並無
保全對象，建議暫緩導入工程整治，持續觀察變位情形。BH-04、05、06 區為莫拉克颱風後舊崩塌區
範圍，為崩塌後地形凹陷低窪區，現況在崩塌冠部已見岩盤，以不須整治，坡腹曾在以往導入噴漿溝
等地表排水設施，現況已有木本植物生長且狀況良好，坡址部分為原崩塌堆積土石區，現況植物生長
良好。BH-07、08、09、10 區位於佳暮部落邊坡，在 BH-07 冠部區穩定良好，而 BH-08 地中傾斜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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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下 15 公尺處有滑動面情形，累積變位量尚小，此滑動面的出現在 0823 熱帶低氣壓豪雨後在其下
邊坡的 BH-09 處發生一處約 0.1 公頃的淺層岩屑滑崩，故此上下邊坡的牽引可能具備深層滑動特徵，
而 BH-07、08 地下水位並沒有明顯變化，但 BH-09 則屬於常態的水位較高的情形，地下水位高可能
應跟 BH-09 鄰近坑溝有關，故目前階段建議以無框架工法(圖 14)整治淺層崩塌，抑止崩塌面積在往上
擴大，並建議致災坑溝與道路交界處規劃地表逕流跌水井接續管涵重力排導入谷地。

圖 14、無框架工法案例圖

六、

結論與未來工作

D038 大規模崩塌區位於屏東縣霧臺鄉佳暮村，本區於莫拉克颱風後造成大規模崩塌，並使佳暮伊
拉道路中斷。本計畫使用高精度數值地形製作的 CS 立體圖進行崩塌特徵判釋，結果顯示崩塌坡面上
具有沖蝕溝發育。另由多期高精度數值地形計算地表變異，結果顯示地表降低的位置在舊崩塌區冠部
及坑溝處，故本區域的致災營力為降雨與坑溝地表沖蝕之岩屑滑動為主。
本區共設置 13 個地質鑽孔，所有地質鑽孔都設置傾斜管本年度於 0823 熱帶低氣壓豪雨事件時降
下近 1000 毫米的累積雨量，除了 BH-09 的地下水位升高之外，其餘地質鑽孔並無明顯的抬升情形， 此
事件造成 BH-08 鑽孔在地表下約 15.5 公尺處發育有一滑動面，而 BH-01、BH-02 的累積地表變位量有
增加的趨勢，因為整體的位移量仍在警戒位移量與儀器誤差範圍內，建議持續監測觀察。
本計畫利用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所開發之三維邊坡分析軟體(Scoops3D)分析可能的崩塌區域以
及其相對安全係數，綜合傾斜管監測結果作為崩塌滑動深度推估。分析結果顯示，佳暮伊拉道路區可
能滑動的深度在地表下 8~10 公尺，而佳暮部落下邊坡可能滑動的深度在地表下約 15 公尺左右。綜合
地質、水文、邊坡穩定分析結果，本區致災特性為地表沖蝕造成的邊坡沖刷，以及崩積層因降雨增加
土壤含水量及自重造成邊坡不穩定。崩積層平均在地表下 8~10 公尺左右，佳暮伊拉聯絡道路因開闢
道路而改變自然邊坡之地形地貌，因蝕溝發育而造成地滑與崩塌，故在整體治理的對策上建議以坡面
排水與表土保護減少地表裸露與沖蝕為主，初步建議坡面部分可利用日本無框架工法，以岩釘、鋼網
等方式增加土層握裹力，以保護邊坡減少沖蝕；而排水部分則建議在佳暮部落下邊坡坑溝出流口設置
地表跌水井消能，並埋設管涵將匯集的地表水安全排入下方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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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边缘人工固沙植被自组织过程
赵文智1，任珩1,2
(1.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临泽内陆河流域研究站，中国科学院内陆河流域生态
水文重点实验室 730000，兰州；2.中国科学院大学 100049, 北京)
摘要：在对植被自组织过程研究进展评述的基础上，研究了河西走廊荒漠绿洲边缘人工固沙植被格局40年来自组织及种
群自疏过程，发现在干旱区，特别是降水量200 mm以下的荒漠区，绿洲边缘雨养或者降水和地下水共同维系的沙丘人工
植被也会发生自组织过程，表现在原来基本均匀栽植的植被出现斑块化，斑块面积、斑块密度、斑块聚集度在20~30年出
现最大，但种群自疏过程并未遵循植被发育年龄变化的规律，而与生境距绿洲的距离和生境地下水埋深显著相关。未来
的研究应加强在气候变化和人类干扰条件下植被格局发生突变的阈值范围的研究，也应加强干旱区人工植被自组织过程
及其变化等的研究。
关键词：自组织，植被格局，人工固沙植被，梭梭，绿洲边缘

Self-organization Process of Sand-fixing Plantation in A Desert-oasis Ecotone,
Northwestern China
Zhao Wenzhi1，Ren Heng1,2
（1. Linze Inland River Basin Research Station / Key Laboratory of Inland River Basin Ecohydrology,Northwest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730000, Lanzhou,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100049,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two-phase mosaics of vegetation alternating with bare ground, was frequently observed in arid
ecosystem. Theoretical studies suggest that this range of spatial patterns is the result of self-organiza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view of self-organized process of vegetation,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self-thinning process of Haloxylon ammodendron plantation for more than 40 years were
analyzed in an oasis-desert ecotone in the Hexi Corridor. Results showed that a self-organized process of
sand-fixing plantation would also take place in arid areas especially where precipitation is less than 200 mm.
The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of H. ammodendron shifted from initially uniform distribution to clustered, the
landscape patches are becoming fragmented. But the self- thinning process of H.ammodendron plantation don't
follow the natural order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it is most relevant to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habitats of
H.ammodendron and oasis marginal, and the groundwater depth in the habitats of H.ammodendron plantation.
Ecosystem may abruptly shifted from one alternative stable state to another one, accompanied with great
changes, under climate change and exacerbated human disturbance, the research of threshold range of
vegetation pattern regime shif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and the research of self-organized process
of the sand-fixing plantation in the arid areas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self-organization process; vegetation patterns; sand-fixing plantation, Haloxylon ammodendron,
asis-desert ecotone
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系统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
有序的演变过程[1-2]。植被格局的自组织过程是多数水分限制型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表现在景观、结
构、功能等方面[3-5]。随着资源的增加或减少，生态系统会经历一个可预测的自组织格局形成过程[6]。通
常认为自组织格局的形成源于资源再分布以及各种生态水文过程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可以反映和指示
生态系统的某些变化[7]。在干旱脆弱环境下，极端干旱事件和风沙活动往往导致生态系统向沙地甚至荒
漠方向发展[5]。人为生态修复是防治生态系统退化的最常用的手段[8]，但生态修复并非简单的逆向过程[9]。
人工修复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状态下，植被形成完整的功能结构所需的时间通常要远大于生态恢复项目的
实施周期[10]，绿洲边缘的人工固沙植被就是典型例子。理解人工固沙植被的自组织过程及其生态水文机
理有助于推进利用自组织原理设计生态恢复，为干旱区生态系统恢复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11-12]。
河西走廊是中国西北干旱区典型的绿洲灌溉农业区和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为了防止风沙侵袭，1970
年代以来，陆续在绿洲边缘建立了大量的人工固沙植被[13]。这些人工固沙植被能够在降水量100~200 mm
的沙丘上生存，经过近40年的自然演化，已出现点状或带状等类似天然植被的、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
植被和裸地在景观上呈斑块状镶嵌，表现出典型的自组织特征[5]，风沙活动及植被-水分间的相互作用可
能是人工固沙植被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力。本文在对植被自组织过程研究进展评述的基础上，以绿洲边
项目名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河西走廊人工固沙植被自组织过程及其生态水文机理”(41471435)
第一/通讯作者简介：赵文智(1966—)，男，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恢复生态和生态水文学研究。Email：zhaowzh@lzb.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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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人工固沙植被为研究案例，探讨人工固沙植被自组织过程，以促进国内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1

植被自组织过程研究进展

自组织是系统自发的形成、维持、增大系统内部物质和能量的差异，自发地从无序中产生有序，维
持有序，增加有序，以实现自我有机化和组织化，从而自行产生的组织性和相干性。绿洲边缘环境是一
个集高温、低温、干旱、高光强、风沙等为一体的综合胁迫体系，由于不可避免的环境胁迫存在，边缘
人工植被植被在其进化过程中已形成一定的形态、生理特征，并借助这些特征在其个体发育中使自己适
应干旱，正常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但是随着其极端气候条件的恶化等使植被原有的适应性无法来得及
“配合”这种瞬变的水热平衡去正常生长、发育和繁殖，那么对于失调的荒漠植被唯有揭示如何遵循其
原有自我更新的潜力，同时分析某一扰动因素及其强度以及荒漠系统本身的的抗干扰能力、进而分析这
种自我自组织恢复的阀值及恢复空间不但可以为维系荒漠生态系统稳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还可使系统
恢复原有的生态安全。
20世纪50年代，随着航拍技术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Greig-Smith等[14]最早发现了带状植被格局，
学术界围绕带状植被格局形成的降水条件[15]、侵蚀条件[16]及地形条件(坡度临界值)先后开展了许多研
究[15]，针对植被自组织格局形成、维持、迁移及保持资源等进行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一批关于带状植被
格局形成和演化、生态/水文过程的概念模型和物理模型[17]，其中景观生态学中的异质性概念是上述模
型重要的理论基础。大量的证据表明带状(Tiger Stripe)、斑点状(Spotted)、迷宫状(Labyrinths)、缺口状(Gap)
等植被格局[4,16,18-21]均是典型的空间自组织现象[5]。
早期大量研究对植被格局进行了定性的描述和分类，为后续通过模型模拟植被格局，并探究格局形
成原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揭示植被自组织过程的模型主要包括3种：
（1）图灵模型（Turing models）[22]；
[23]
(2) Lefever等 于1997年提出的基于核函数的模型（A kernel-based model）；(3)异速流动不稳定性模型
（A model of differential flow instability）[24-25]。近年来，描述植被自组织过程的模型不断改进。Manfreda[26]
采用基于广义双泊松过程的模型（A generalized Double Poisson distribution model），结合土壤水分模型，
确定了特定种群在给定密度下的植株个体的最适距离，初步揭示了植被自组织过程的驱动机制 [27]。
Vincenot[28]采用基于个体的综合动态系统模型，阐述了在植被自组织过程中，植物个体动态的重要性。
干旱环境中降水和养分稀缺，水分和养分的再分配过程(积聚)为植被的定植和生长提供适宜的微环
[12]
境 ，因此被普遍认为是植被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3,29-30]。植被自组织格局的可能驱动力有降水特征、
地形地貌及生境条件等，种群动态、物种相互作用(如扩散、竞争)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9,12,27]，但关于干
旱环境下自组织格局塑造中究竟哪些因子是主导因素的认识从实证角度目前尚无定论[31-32]。在理论层面，
自组织格局的形成通常被理解为对称破缺不稳定机制导致的结果，这种不稳定性又源于资源再分布以及
各种生态水文过程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20-23,33]，如白蚁活动、径流对水分的空间再分布、微地形因素等
一度都曾被认为是格局形成的可能驱动力[20]。目前较普遍接受的认识是，植被自组织格局形成需要两种
依赖尺度的相互作用方式：（1）小尺度促进(Local facilitation)；（2）大尺度抑制(Global inhibition) [34]，
植被斑块的扩张以牺牲毗邻区植物资源的可获得性为代价[34-35]。两类互馈关系是干旱半干旱环境植被自
组织格局形成的重要机制：（1）入渗过程在裸地和植被覆盖区的差异导致生物量与水分间形成的正反
馈关系(入渗互馈，Infiltration feedback)[33,36]，（2）根茎比变化引发地面和地下生物量之间形成的正反馈
关系(根茎互馈，Root-augmentation feedback)[34]。
入渗互馈是指植被覆盖区降水入渗速率远大于裸地，导致土壤表层水分在植被斑块中积聚，进而促
进植被生长[36]。Nathan等[37]认为局地降水入渗和植被互馈关系能导致在大尺度上规则或不规则格局的产
生，这些格局甚至能在没有任何环境异质性的条件下形成；HilleRisLambers等[33]发现，这种互馈关系只
有与径流空间再分布耦合起来才能形成半干旱区植被自组织格局，坡度及潜在异质性不再是核心条件，
动物啃噬、植物扩散、降水、植物的耐旱能力等其它因素在植被格局的形成中也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
不是形成格局的关键因子。Von Hardenberg等[34]在模型中引入植被根系提升对水分竞争的作用，成功模
拟了一系列植被格局，如带状植被、点状植被、迷宫状植被等，并预测沿着降水梯度能够形成5种基本
的景观格局：均质、缺口状(gap)、带状(stripe或labyrinth)、点状植被(spot)和裸地[38-39]。后续的模拟研究
表明在特定降水范围内，多种相对稳定的植被格局可能共存[40]。
根茎互馈是指植物持续生长导致其根系所占据的土壤空间也不断扩张，因而资源的可获得性不断提
高并进一步促进植物的生长、提高地上生物量[35]。除以上两种机制外，生物量与水分之间还可能存在多
种或正或负的互馈关系，如生物量提高后根系密度增加，导致土壤水分耗散增加(Uptake feedback)[41]；
植物通过遮阴减少土壤蒸发(Shading feedback)[37]；植物庇护作用(Nurse plant syndrome)提高幼苗在成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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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存活率[42]，形成“肥岛”效应等[43]。事实上，水分限制环境中各种植被斑块形成机制之间相互关联
非常紧密[44]，自组织格局的产生可能由土壤水分/养分迁移、植被生长等多种动态互馈过程共同控制[2,41]。
各种机制在植被格局形成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可能因环境条件不同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不断被发现的自
组织植被格局可能很难用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12,45]。
植被在景观尺度上的自我强化过程(Self-reinforcing)有利于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而外界条件(如极
端干旱)或者干扰因素(如过渡放牧)可能导致这种过程的中断[46]。由于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系
统干扰加剧，近年来学术界对水分限制环境生态灾变的担忧开始出现[7]，在干旱环境下，植被格局通常
会由最初的均匀态分布向聚集状态演变，土地荒漠化过程就是生态灾变的主要表现形式。研究胁迫环境
下，植被不同程度的自组织过程，有助于揭示植物的适应策略，预测环境变化下，生态系统的演替方向[27]。
因此，引起植被自组织格局突变的外部干扰强度阈值(临界性)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47-49]，关注的重点
主要集中在：（1）自组织的植被空间格局是否稳定、是否具有某种最优的生态水文条件组合；（2）自
组织格局与系统生产力之间有何关系；（3）自组织格局与干扰形式及干扰强度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其
自组织临界性如何，格局被破坏可能引起的侵蚀量和生产力如何变化。
在国内，围绕干旱区植被格局已开展了大量研究[50]，如王蕙等[51]调查了绿洲边缘过渡带植被—土壤
水分的格局特征，发现在小尺度上随机分布、在样带尺度上具有明显的斑块状分布特征；周洪华等[52]分
析了塔河下游荒漠绿洲过渡带植被群落类型及其分布规律与环境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Liu等[53]对祁
连山区植被自组织格局影响下的土壤水力传导度进行了观测研究；何志斌等[54]对过渡带优势植物泡泡刺、
红砂种群的密度、盖度以及泡泡刺沙堆体积和高度的空间格局进行调查和分析。在理论方面，张化永等[55]
基于统计热力学概念推导出了植被的组织有序度方程，建立了适用于解释大尺度植被自组织现象的机制
模型；蒋建生等[56]针对草地农业生态系统提出了结构性、有序性、非线性、开放性、非平衡性和涨落性
等6项自组织特性，为认识生态系统的自组织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李小雁等[57]提出了“水分聚集
适应”的概念，指出干旱区自组织的植被系统能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和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是一种优化
的水分分配与高效利用模式。
中国干旱区没有典型的带状、环状等植被格局，植被格局和空间自组织过程具有特殊性[53]。围绕这
些特殊植被格局自组织过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理论和方法上均存在挑战。近40年来河西走廊荒漠绿
洲边缘先后建设了大量人工固沙植被，在风沙活动和水分条件的作用下，植被格局不断向斑块化发展：
均匀栽植的人工固沙植被经过数十年的演化已呈现出点状或带状等类似天然植被的、相对稳定的空间格
局。在长期定位监测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这些人工固沙植被的演化也是一种典型的自组织过程。关于
这种特殊的生态学现象，我们认为：风沙活动驱动的荒漠植物根茎互馈机制导致水文要素分异，进而引
起植被分异；植物对风沙活动的局部抑制作用又影响自组织化进程，并最终形成空间上具有特殊规律的
植被分布格局。

2

绿洲边缘人工固沙植被梭梭格局自组织过程

针对中国干旱区人工固沙植被特殊的植被格局自组织过程，我们选择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河西走
廊中部临泽县北部的荒漠与绿洲过渡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该区域为典型的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年
均温度7.6 ℃，无霜期165 d，年降水量117 mm，蒸发量约2 390 mm，年日照时数约3 045 h，太阳辐射
总量高达6.1×105 J•cm-2a-1。区域内降水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夏季(7-9月)降水占全年降水总量的65%左
右，冬季降雪占全年降水总量的3%；≦5 mm的小降水事件占全年总降水事件的56.1%，并形成46.7%的
年降水量 (1967-2008年）。区域内风沙活动强烈，集中于3-5月，年均风速3.2 m·s-1，风速大于17 m·s-1的
大风天数年均15 d。土壤类型主要为灰棕漠土以及非地带性的风沙土、草甸土、盐土、沼泽土、灌耕土
等，质地较粗，有机质含量极低。区域内地带性植被为中温带荒漠化草原植被，主要由超旱生灌木、半
灌木或盐生、旱生肉质半灌木组成，菊科(Compesitae)、藜科(Chenopodiaceous)、蒺藜科(Zygophyllaceae)、
麻黄科(Ephedraceae)、禾本科(Gramineae)、豆科(Leguminosae)等植物较为常见。
通过无人机航拍及地面调查，获取了绿洲边缘人工固沙植被梭梭5个年龄段（5~10、10~20、20~30、
30~40、>40 a）的植被空间格局，航拍高度为70 m，将航片进行匹配、拼接、空三加密、正射校正等处
理后解译，将所有斑块类型划分为三类，绿色斑块代表活力枝条为主的植被，褐色代表枯死枝条为主的
植被，灰色代表裸地（图1）。考虑到各年龄段样地大小的一致性，每个年龄段提取3块60 m×60 m的样
区，为了去除边际效应，采用距离缓冲法，假设提取区域每条边向内15 m的范围为缓冲区，缓冲区内部
的样地为校正后的标准样地，每块标准样地大小为30 m×30 m。以提取的标准样地为基础，基于景观生
态学的方法，计算了3个斑块的面积、斑块密度、斑块聚集度等景观指数，研究发现，梭梭活力枝条斑
块和枯死枝条斑块的面积都随定植年限的增加而减少，裸地斑块面积逐渐增大；活力枝条斑块和枯死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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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斑块的斑块密度先增加后减小，在30~40 a达到最大值；绿色枝条斑块的聚集度指数在30~40 a达到最
小值，枯死枝条斑块的聚集度指数在10~20 a达到最大，之后呈一直减小趋势，裸地斑块的聚集度指数在
各阶段一直呈上升趋势（表1）。

图 1 不同种植年限梭梭林的种群空间分布格局
Fig.1 Spatial patterns of Haloxylon ammodendron in f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表 1 不同种植年限梭梭林的斑块景观指数(平均值±标准误)
Table1 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of Haloxylon ammodendron in f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发 育 阶
段/a
5-10
10-20
20-30
30-40
>40

3

斑块面积
/m2
267±33
200±0
167±33
133±33
100±0

绿色枝条斑块
斑块密度
/(n·m-2)
0.54±0.08
0.38±0.06
0.44±0.02
0.75±0.05
0.49±0.08

聚集度数
75.85±1.38
78.51±0.76
75.74±0.60
56.63±0.81
55.52±0.79

斑块面积
/m2
333±33
300±0
300±0
233±33
133±33

枯死枝条斑块
斑块密度
/(n·m-2)
0.52±0.05
0.38±0.03
0.5±0.01
0.85±0.03
0.53±0.08

聚集度数
62.27±2.42
72.17±0.62
68.07±0.35
67.29±0.46
62.41±0.64

斑块面积
/m2
233±33
367±33
467±33
500±0
667±33

裸地斑块
斑块密度
/(n·m-2)
0.62±0.05
0.30±0.07
0.32±0
0.27±0.01
0.11±0.01

聚集度数
74.83±2.17
87.26±1.6
88.38±0.84
89.93±0.51
95.38±0.89

绿洲边缘人工固沙植被梭梭种群自疏过程

种群尺度的自疏模型是探索植被自组织过程与空间植被格局形成机制的重要方法。通过调查荒漠绿
洲边缘3个种植年限的人工梭梭林样地（10~20、20~30、30~40 a），获取了人工固沙植被种群密度自疏
过程、相应的地下水埋深、深层土壤水分数据，从种群竞争的角度研究了自疏过程发生的机制，构建了
自疏过程的模型。我们发现自疏系数β的大小主要与绿洲内、外两种生境类型有关；而这两种生境的主
要差异体现在地下水埋深及深层土壤含水量的不同。绿洲内，地下水埋深较浅、深层土壤含水量较高，
水分环境条件优于绿洲外。W=i∙Dβ是描述植物种群在自疏过程中，存活个体的平均生物量（W）增加与
逐渐减小的密度（D）之间动态关系的经验规律，为植物种群所特有。由于成年梭梭个体的生物量正比
于个体体积，因此我们用Vi∙Dβ作为描述梭梭自疏的经验公式，并采用层次贝叶斯线性回归模型 1分析梭
梭的自疏过程。利用汉密尔顿-蒙特卡洛算法确定自疏系数β与自疏曲线截距a的后验分布，并结合不同
模型间偏差信息准则（DIC）及Watanabe-Akaike信息准则（WAIC）的分析，发现地下水埋深与深层土
壤含水量，即生境类型，对β值的影响显著；但自疏系数（a，β）不受种植年限的影响（图2）。在水分
条件较差的绿洲外生境，自疏系数β的后验均值为-1.711，这与前人提出的-3/2的一般性结果相接近。而
在地下水较浅的农田或绿洲边缘，β的后验均值为-0.893，与前者的HDI区域不重合，两者间存在显著差
异。由此可见，在干旱环境中，梭梭种群的自疏过程更加剧烈。如在具有相近平均个体体积的样方中，
干旱环境中梭梭种群的密度更小；而具有相近种群密度时，干旱环境中的平均个体体积更低。这一结果
也表明，地下水埋深变化与土壤含水量波动等水文过程是影响梭梭种群自疏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
1

贝叶斯模型的似然函数为 lnV=a+β∙lnD（a=lni）。假设平均体积的取值包含有随机误差，其概率分布为 P（lnV|∙）=normal（a+β∙lnD,σ）；其中，参
数 a 与 β 的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 P（a|∙）= normal（μa，σa）和 P（β|∙）= normal（μβ+εβ,i+εβ,j，σβ）；超参数 εa,i 和 εβ,i 为反应水分环境的随机变
量，εa,j 和 εβ, j 为反应种植年限的随机变量；μβ 为包含先验信息的固定变量，其先验分布由综合分析前人研究结果得到，符合[-3.2,0]的均匀分布；
其他参数的先验分布均为无信息分布，符合位置参数为 0、尺度参数为 10 的柯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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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强度不受种植年限的影响。

图 2 不同生境及种植年限梭梭林的个体平均体积与林分密度间的自疏关系（包括自疏曲线斜率 β 与截距 α 的贝叶斯后验分布）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volume of the individual plant and stand density of
Haloxylon ammodendron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

4

结论

本文以绿洲边缘人工固沙植被为研究案例，探讨了人工固沙植被自组织过程，深入了解干旱区植被
自组织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稳定性机理是生态建设及生态系统管理中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目前对天然
植被格局是什么认识比较清楚，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格局、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是什么、在气候变化和
人类干扰条件下格局发生突变的阈值范围等问题认识模糊，对干旱区人工植被自组织格局基本不了解。
在干旱区特别是降水量200mm以下的荒漠区，绿洲边缘雨养或者降水和地下水共同维系的沙丘人工
植被也会发生自组织过程，表现在与原来基本均匀栽植的植被出现斑块化，斑块面积、斑块密度、斑块
聚集度在20-30年出现最大，但种群自疏过程并未随植被发育年龄变化的规律，而与生境距绿洲的距离
和生境地下水埋深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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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為主、人工為輔之土石流防災應變程序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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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為水土保持局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平台，包含土石流

警戒基準值、土石流警戒模式建構等，滿足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於災害應變期間，進行土
石流警戒情資研判分析。
為能提升應變期間土石流警戒發布的效率與正確性，在警戒發布程序上從掌握「系統自動化為
主、人工判釋為輔」原則進行警戒流程發布的調整，調整後的土石流警戒發布模組僅需三個步
驟便可完成土石流警戒發布，提供多元情資研判及提升警戒發布效率。

關鍵詞：雨量站異常判斷模式、短延時降雨模式、應變流程精進。

Improving Debris Flow Disaster Prevention through Automation and Wizards
Hsiao-Yuan Yin [1] Ke-Wei, Yan [2] Wen-Yuan Ku [3] Chia-Hsiang Hsu [4] Pi-Hui, Huang[5]*
ABSTRACT
Formosa Emergency Management Action (FEMA) System is the current operation platform for Debris Flow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WCB), the System which indicates the rainfall threshold value for debris
flow warning, the model building of the debris flow warning, and weather information, etc., will provide the rescue team with information which supports them to make decisions during the disaster
emergency response.
To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and the accuracy during the debris flow warning, the
System mainly relies on automation and supplemented by manual recognition.
There are only 3 steps to issue debris flow warning after adjustment, meanwhile,
there are some new features such as NG judgement mode of the rain gauge stations
and heavy rain warning mode, the foregoing can provide multiple information which
the team require to make decisions and reduce any error of warning analysis.
Key Words : NG judgment mode of the rain gauge stations, heavy rain warning mode, Enhancement of Debris Flow Disaster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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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係水土保持局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應變作業平台，自民國 90 年開始發展，包含土石
流警戒基準值、土石流警戒模式建構、氣象資訊等，於災害應變期間進行土石流警戒情資研判分析，發布土石流
警戒區，並掌握災害狀況，即時通報傳遞災情訊息，為防救災單位於災害期間之重要參考網站。
土石流警戒模式有二種，包含接觸式(事發型)、非接觸式(事前型)兩種。由於非接觸式具有應變時間長等優點，
是以雨量作為土石流發生警戒值，一旦雨量超過警戒值時便可儘早通知居民疏散，為目前水土保持局採用的警戒
模式，如圖 1 所示。同時為了強化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的品質，自 2015 年開始應用中央氣象局的預測雨量產品，
配合土石流警戒基準值與實際雨量觀測資料，在颱風豪雨期間，估算出未來 6~24 小時可能達到土石流警戒的區
域，提供研判人員參考，以強化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的品質，如圖 2 所示。
應變期間水土保持局會接收各種來源之雨量產品(包含現地防災專員所回報的現地雨量值)以及中央氣象局各
種預測雨量結果，透過土石流警戒模式即時分析具有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之鄉鎮市區，預報未來 24 小時土石流紅
黃色警戒狀況，故如何能在分秒必爭的應變階段，提升土石流警戒發布的效率與正確性，一直視水土保持局關注
的重點。

圖 1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訂定
Fig.1 The standard of the rainfall threshold value for debris flow warning

圖 2 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情資研判分析成果範例
Fig.2 The example for analytical results of Debris Flow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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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遭遇問題
1. 土石流警戒發布流程複雜
土石流警戒發布模組整合中央氣象局雨量觀測、預報資訊及土石流警戒基準模式，為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與
發布所仰賴之系統模組，包含內部作業程序以及發布作業程序，多年來於災害應變期間的實際運用皆能發揮其功
效。既有土石流警戒發布模組整體操作程序如圖 3 所示，

圖 3 既有土石流警戒發布模組程序
Fig.3 The existing procedure of debris flow warning release

應變期間，透過中央氣象局提供的雨量產品資料及土石流警戒分析模式，提供應變人員依據行政區或土石流
警戒分區發布或解除土石流警戒發布，惟在此過程中，需具有氣象產品、土石流警戒分析模式分析結果的了解及
解讀能力，才能據此進行土石流警戒發布、解除與調升的決策，同時也需要能對鄉鎮市區空間位置有一定的了解，
才能掌握土石流警戒發布的合理性，整個土石流警戒發布過程不僅繁複，且需要參照的資訊很多，難以提升土石
流警戒發布的的效率與正確性。

2. 參考雨量站異常影響土石流警戒發布
為利於土石流警戒預報任務之遂行，水土保持局依據土石流潛勢溪流地理位置、環境特性、歷史降雨及災害
事件進行分析研究，將全臺區分成 465 個土石流警戒分區，每個警戒分區定義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及土石流警戒參
考雨量站，用來做為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之參考依據，故土石流警戒參考雨量站扮演重要角色。
由於土石流通常與颱風豪雨相伴而來，為避免颱風豪雨期間自動雨量站受到天然災害的影響造成雨量中斷或
資料異常，在設計土石流警戒分析模式時，每個土石流警戒分區除選定主要參考站外，同時也挑選另一個備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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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站，做為主要參考站發生異常時，能夠有另一個替代的雨量參考方案。但即使已規劃主要參考站與備用參考站，
仍有可能發生兩個參考雨量站皆異常，或者參考雨量站異常狀況但無法直接判識而影響土石流警戒的發布。

3. 短延時降雨型態可能造成誤判
近年來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臺灣部分地區常於午後發生劇烈降雨情勢，並連續發生多日，由於短時間內
發生高強度雨量，將使得有效累積雨量急遽升高，次日在有效累積雨量尚未大幅衰減的情形下，又發生相同型態
降雨，造成部分土石流警戒值偏低之地區，很容易達到土石流警戒發布標準。此類型之短延時降雨之降雨形態，
連續發生多日，會在達警戒發布標準及解除標準之間不斷轉換，而衍生土石流警戒發布作業之困擾。
依據現行土石流警戒發布及解除作業規定，土石流警戒分為黃色警戒與紅色警戒兩種等級。黃色警戒定義為：
當某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內實際降雨量，加上中央氣象局發布之預測雨量大於警戒基準值時，所發布之土石
流警戒；紅色警戒定義為：當某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內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時，所發布之土石流
警戒。

三、精進作為
透過土石流警戒發布流程簡化、新增參考雨量站異常判斷模式、短延時降雨警戒模式等系統精進，以達到提
升警戒發布效率及降低警戒分析誤判之目的，以下分述詳細的精進作為。

1. 土石流警戒發布流程簡化
為提升系統操作易用性，重新規劃土石流警戒發布模組並將原本 17 個操作程序重新整併分為「警戒分析研
判」、「預報單產製」、「警戒資訊發布」等三大步驟，簡化應變人員操作步驟。如圖 4 所示

圖 4 土石流警戒發布模組功能設計
Fig.4 The design of debris flow warning release procedure

除了程序簡化外，兼具空間化、系統化等兩大特點，所謂空間化，是將原有土石流警戒發布模組以表格式資
料呈現為主，改以空間化方式呈現目前土石流警戒區範圍。透過空間化可整合套疊雨量資訊、土石流潛勢溪流分
布及土石流警戒發布現況等資訊，以利於進行警戒研判時更易於掌握警戒發布參考資訊的空間關係，避免有遺漏
或是不合理的警戒發布狀況，如圖 5 所示。所謂系統化，是會自動分析各行政區或是依警戒分區目前的警戒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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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來預計發布狀態，如解除、發布黃色、發布紅色、紅色降黃色等狀態，由應變人員進行人工檢視確認，如圖
6 所示。

圖 5 結合空間進行土石流警戒發布
Fig.5 Integrate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o release the debris flow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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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依行政區發布土石流警戒
Fig.6 Release the debris flow warning district by district

2. 參考雨量站異常自動識別
由於參考雨量站異常狀況有時並非單純能由自動雨量站資料可直接判識出來，在以往經驗中會有兩種狀況造
成分析研判上的問題：
1. 雨量值異常偏大或小 雨量值異常偏大或小 雨量值異常偏大或小 雨量值異常偏大或小
雨量值與鄰近雨量站相比，差值有明顯差異，其造成明顯差異有時原因為受地型或降雨型態影響的正常現象，
但有些時候則為雨量異常。
2. 持續傳送相同的雨量值 持續傳送相同的雨量值 持續傳送相同的雨量值 持續傳送相同的雨量值
在雨量站通訊異常或接收設備異常狀況時，有時候會雨量站會持續送出相同的雨量值，造成在計算有效累積
雨量上的錯誤。
為了能夠系統化解決自動雨量站異常判斷問題，依據水土保持局「106 年防災氣象資訊守視與分析研判」計
畫所提出之即時雨量資料異常評估模式如下所示。

: 當下雨量 : 六個時距平均雨量
(來源:水土保持局，106 年防災氣象資訊守視與分析研判計畫成果報告)
結合鄰近雨量站與 QPESUMS 雷達估計降雨資料進行比對，判斷雨量站是否處於異常狀態。該模式將雨量資
料之驟升或驟降，視為可能發生資料異常情況，如時雨量落差大於 20mm 或十分鐘雨量落差大於 5mm，則視為有
明顯落差，並設定此數值做為異常判斷的門檻值，其系統流程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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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雨量站異常判斷模式流程(水土保持局, 2017)
Fig.7 The procedure of error judgement at rainfall stations (SWCB, 2017)

(1) 單站比對：判斷雨量站當下雨量與前六個時距平均是否落差超過門檻值。評估當下時間資料與該站前六個
時距資料平均之差值公式：
(2) 範圍比對：判斷周邊測站雨量是否與該站落差超過門檻值。以該站資料雨量值與周邊測站比較。搜尋該站
半徑 10 公里內所有雨量站，若半徑十公里內無一測站與該站落差在門檻值以內，則視為該站可能出現資料
異常。
(3) 局部比對：以該站上方對應之 QPESUMS 雷達估計降雨資料比較，判斷該站與 QPESUMS 雷達估計降雨是
否落差超過門檻值。
透過前述的雨量站異常分析模式，用以作為立即雨量站異常判斷並整合多元管道通知機制，以確保參考雨量
站異常的狀況能夠在最短時間內被識別。圖 8 為實際運作情境，透過系統化識別異常參考雨量站，再經由人工檢
視後進行備用雨量站的切換，達到系統為主、人工為輔等雙重辨識方式確保土石流警戒的發布。

圖 8 主要參考站異常應用情境流程
Fig.8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 procedure of major observation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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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短延時降雨警戒模式開發
為了解決短延時降雨造成之土石流警戒發布作業問題，本研究參考水土保持局所制訂之「間歇性短延時降雨
土石流警戒作業要點(草案) 」發展短延時降雨警戒模式，圖 9 為短延時降雨型態示意圖，其判斷條件如下：

圖 9 間歇性短延時降雨型態(水土保持局, 2017)
Fig.9 Intermittent and short-duration rainfall (SWCB, 2017)

(1) 降雨開始發生當下前 12 小時內，並無有效降雨發生(時雨量大於 4mm)。
(2) 降雨發生至結束過程中任一時刻往前推算 4 日，期間所發生之任一歷史雨場事件(包含本次降雨)，其降雨
延時均須小於 6 小時(含)。
當降雨符合間歇性短延時降雨型態，有效累積雨量之計算方式將採用 12 小時衰減進行計算，即降雨計算開
始時間往前 12 小時內雨量不衰減，13 小時~24 小時之累積雨量乘上 0.7、25 小時至 36 小時乘 0.72 ，以此類推，
計算總天數為 4 天。故因應間歇性短延時降雨型態，建議土石流警戒發布標準，將採用以下的條件進行發布：
(1) 黃色警戒：當某地區有效累積雨量已達該區之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之 90%時。
(2) 紅色警戒：當某地區有效累積雨量已達該區之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並超過 50mm 容許誤差，且降雨無減緩
趨勢時。
(3) 預告警戒發布簡訊：當某地區有效累積雨量已達該區之警戒基準值之 70%時，發送“預告警戒發布簡訊”
告知地方分局或地方政府注意後續警戒發布狀態。
圖 10 為短延時降雨模式分析結果，一旦當某地區有效累積雨量已達該區之警戒基準值之 70%時，可至系統
查詢並由系統自動發布預告警戒發布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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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短延時降雨模 式分析結果
Fig.10 The analysis of short-duration rainfall

四、結論
水土保持局整合中央氣象局的氣象資料配合選定之土石流警戒參考雨量站，設定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及建構土
石流警戒模式，滿足土石流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於災害應變期間進行土石流警戒情資研判分析，發布土石流警戒區，
並掌握災害狀況，即時通報傳遞災情訊息。本研究透過以系統為主、人工為輔之土石流防災應變程序精進，確實
有助於提升災時應變的防災業務執行的品質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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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植物生长过程的根系固土机制及 Wu 模型参数优化
朱锦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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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植物根系对土壤的保护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国内外研究者很早就对植物根系的固土固坡机理进行研究，

但因为影响根系固土效果的因素十分复杂，至今没有一套完善的量化植物根系固土效果的模型。为提高植物根系固土效果的
量化准确性，针对植物在土壤中的不同破坏方式，本文基于植物生长过程的根土复合体直剪试验，利用根的拔出与抗拉试验，
分析根系在不同生长时期的受力机制，定量评估植物根系对土壤的加固效果。【方法】本研究在原有直剪仪器的基础上，设
计了一套分离式、可测定盆栽植物根系固土效果的装置。本文选择将 12 棵 3 年生山矾幼树样本直接种植于直剪盒，针对移
植后 1 个月，4 个月与 1 年后山矾根系的单根抗拉强度、拔出强度，根土复合体的抗剪强度进行测定，建立植物单根直径与
单根抗拉强度、拔出强度的关系曲线。在时间尺度上，研究影响其根系固土的相关参数变化，分析根系与土壤的相互作用机
【结果】1）植物根系固土效果受
制和根系的破坏情况，并优化现有 Wu 模型，并尝试评估动态生长过程中的根系固土效果。
抗拉强度与拔出强度的共同影响，在植物的生长的过程中，拔出强度对固土效果的影响比抗拉强度更加显著；2）随着植物
种植时间的增加，4 月后根土复合体的抗剪切强度显著增加，1 年后根土复合体的抗剪切强度较前 4 月增长放缓。根土复合
体发生剪切破坏后，根系发生断裂破坏的比率随种植时间的增加而增加。3）本文将根系抗拉和拔出强度两个参数加入到植
物根系固土模型的计算中，可以更好的反映植物根系固土效果，特别是针对植物移植生长过程，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际值平均
相差仅为 8.13%。【结论】植物根系在 1 年的生长周期内，根系数量不会发生较大变化，根系抗拉强度由其材料属性决定，
也不会发生较大变化。而根系与土壤间的键合则变得更加紧密，根系的拔出强度的增加显著，更多的根系在土壤发生破坏时
发生断裂，最终提高根系加固土壤的效果。
关键词：根系；破坏方式；抗拉强度；拔出强度；模型

Analyses on root reinforcement based on plants grow and optimize of Wu model
Abstract: 【Objective】 The role of vegetation in maintaining slope stability and soil mass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soil and roots result in difficult when quantifying the effect of root
reinforc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root reinforcement quantification and extend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failure mode of roo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tensile and pull-out strength of roots under various growth
periods using direct shear tests and root strength tests. 【Methods】A breakaway type instrument was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direct shear test, which can test the in-situ shear strength of root soil composite in a special
potting (as shear box). A total of 12 well-growth Symplocos samples with 3 years old were planted in shear box.
The tensile strength, pull-out strength of root and shear strength of roots-soil composite were measured when the
plants were in fresh condition, planted about four months and one-year con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ot
strength and diameter was analyzed and investigated focusing on their role in root reinforcement. An optimized
model was proposed, considering different failure models of roots, to estimate the root reinforcement with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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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yunqi@bj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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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period. 【Result】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1) Tensile and pull-out strength act an important role in root
reinforcement, while the pull-out strength act a more obvious effect than tensile strength as a result of plant
growth; 2) The shear strength of root-soil composit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four months, while the
increasing rate would reduce after 1 year. The percentage of breaking roots, especially for fine roots, increase as
plant growth; 3)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failure models of roots and the initial stage of plants growth, the
proposed model can estimate the reinforcement effects more accurately with a deviation merely 8.13%.
【Conclusion】 After one year’s growth, the change in quantity of plant roots and the root tensile strength would
not be obvious. However, the bond between soil and roo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ecause a number of roots tend to
break when the soil was sheared. This leads to the root reinforcement increased with the plant growth．
Key words: Roots; Failure mode; Tensile strength; Pull-out strengt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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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雲端服務及行動科技導入工程管理之創新設計
吳瑞鵬
摘

要

[1]

顏川舜

[2]

[3]

吳漢揚

[4]

[5]*

陳美心 王銘源

台灣每年夏季，颱風帶來的豪雨造成多處崩塌及土石流災害，為能在緊急狀態有效掌握工

區資訊，即以雲端服務建立「工程管考系統」，以於工程全生命週期管控工程品質及進度，另有鑑於
過去工程執行過程，常會面臨各種因素干擾而發生變化，導致施工進度落後，倘若可提早預測進度與
品質控管，即可確保工程順利實施，本文即以民國 90 年至今 3 萬多件歷史工程進行大數據分析，建立
工程工期估算、廠商品質評估等預測模型，期望藉由數據輔以經驗提供各式決策參考。 此外，隨著行
動技術發展，在人手一機的時代，為有效提高工程執行效率，即於外業導入諸如 AR 擴增實境、語音
辨識等行動化科技，並結合氣候、水文資訊應用於工程勘查、汛期工地防災減災自主檢查及工地巡檢
等作業，期望透過先進技術引領水土保持智慧工程新時代。
關鍵詞：工程管考系統、行動科技、雲端服務。

Applying Cloud Service and Mobile Technology
Assiste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Jui-Peng Wu[1] Chuan-Shun Yen[2] Hang-Yung Wu[3] Mei-Hsin Chen [4]
Ming-Yuan Wang[5]*
ABSTRACT In Taiwan, the torrential rain caused by typhoon caused many collapses and
earth-rock disaster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grasp the information of the work area in an
emergency,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the form of cloud service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during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project. And the progress, in
addition to the past project execution process, often faced with various factors and changes,
resulting in backward construction progress, if the progress and quality control can be predicted
early, the project can be smoothly implemented, this article is the Republic of China 90 years to
date 3 More than 10,000 historical projects carry out big data analysis, and establish predictive
models such as project duration estimation and vendor quality assessment. It is expected that
various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will be provided by means of data supplemented with
experience. In addi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chnology, in the era of manpower,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oject execution, it is to introduce mobile technology
such as AR augmentation and speech recognition in the field, and apply it to engineering in
combination with climate and hydrology information. The exploration, the self-inspec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on the site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and the inspection of the
site will be expected to lead the territory to maintain a new era of intelligent engineering through
advanced technology.
keywords：Engineering Management System、Mobile Technology、Clou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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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系統發展
「工程管考系統」係將水土保持局所有自辦或委辦工程進行電腦化管理，舉凡經水土保持局核定之
工程或計畫均集中儲存於水土保持局之資料庫伺服器，各執行單位可透過網際網路方式回報各項工程
之執行狀況、每月進度、預算經費、品質抽驗及施工照片等資料，每月月底，各執行單位可直接透過
網路技術，上傳會計報告至水土保持局主計室，系統自動將工程明細資料彙整為會計報告，提供主計
人員核對工程帳務。年度結束前，各執行單位可透過本系統自動列印已發包且未完工之保留工程明細
資料，並至水土保持局辦理保留申請作業。系統依水土保持局之業務流程建立電腦化管理(如圖 1)，
完整記錄工程自核定後之相關作業，水土保持局及相關單位主管可透過網際網路或手機查詢，即時掌
握各工程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情形，以減少書面作業及提高行政效率。

圖 1 工程管考系統化管理流程
Fig.1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ystem” Management Process

二、歷年控管工程數量及經費
工程管考系統開發至今，系統控管歷年之工程數量為 62,285 件，水土保持局每一年納入工程管考
系統之計畫每年平均約為 3,663 件。歷年控管之經費累計達 1 千 7 百多億元，透過工程管考系統全面 E
化之流程控管，可有效提升水土保持局同仁作業效率，大幅降低時間與耗材成本，有效降低財政負擔
並達到資訊化管理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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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考系統歷年管控的工程件數

工程管考系統歷年管控的計畫經費

圖 2 歷年控管工程數量及經費趨勢圖
Fig.2 Project Quantity and Project Funding Trend Chart

1. 系統使用人數
「工程管考系統」使用對象為水土保持局及所屬分局、各縣市政府等業務單位，使用人數已超過
3,000 人。系統上線至今，使用次數隨工程案件量增加而成長，系統平均每月使用次數為 6,213 人次。

2. 系統環境架構
該系統環境主要架構於全球資訊網（WWW）上，利用 HTML、Java Script、ASP.NET、Web 伺服
器、Web 瀏覽器等相關技術，達到資訊全面化目的，其架構說明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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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管考系統架構於 Web Server 上，水土保持局、各分局、其他單位可透過網際網路經由
本系統進行相關連結與資料查詢。應用系統平台以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為 Web Server
伺服器的核心系統。
(2) 系統採用三層式（3-Tiers）架構，水土保持局、各分局、其他單位可透過區域網路直接於工
程管考系統進行資料瀏覽、查詢、擷取、編輯等作業。
(3) 伺服端之資料庫伺服器，為「工程管考系統」存取之後端資料庫，系統資料庫以現有的 SQL
系統進行資料庫管理，可滿足大量資料儲存管理之需求。

圖 3 「工程管考系統」環境架構
Fig.3 Information System Environment Architecture

三、工程管考系統導入 UX (User Experience) 設計
使用者體驗(User Experience)是一個過程，一個引導使用者去瞭解的過程；使用者所體驗的，往往不
僅止於最後目的的達成，還包含了整個使用的過程，因此，UX(User Experience)這個名詞，所包含的
範疇，遠比我們實際上理解的還要多，它並不僅僅是那些背後操控 UI(User Interface)的元件或程式碼、
頁面上的顏色、排列和設計、也不僅僅指設計上的可用性；傳統的 UI 設計，是讓使用者「知道」，但
UX 則著重於讓使用者「瞭解」。工程管考系統所導入的 UX (User Experience) 設計包含: 提升系統搜
尋效能、簡化操作介面及介面視覺化等，相關說明如下所示。

1. 改用 AJAX 技術，以漸進方式逐步取得與呈現資料
工程管考系統既有資料量相當龐大，配合業務需求，其資料篩選條件亦相當多元化，使用者用戶往
往查詢基礎資料時，常有等待資料載入的時間過長的情形發生，外加系統目前佈署之系統環境，其部
份軟硬體設施已屬老舊，於汰換更新經費有限下，本系統改採 AJAX 技術來提高資料載入的效率與時
間性。
AJAX 即「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非同步的 JavaScript 與 XML 技術），指的是一套綜
合了多項技術的瀏覽器端網頁開發技術。AJAX 應用可以僅向伺服器傳送並取回必須的資料，並在客
戶端採用 JavaScript 處理來自伺服器的回應。因為在伺服器和瀏覽器之間交換的資料大量減少（大約
只有原來的 5%）
，其伺服器回應更快了。同時，很多的處理工作可以在發出請求的客戶端機器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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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Web 伺服器的負荷也減少了。配合 AJAX，工程管考系統改以「類 google 搜尋引擎」為資料搜索
介面，提供使用者依關鍵字即可取得歷年工程資料及所需相關功能或報表，以提高作業效率，工程管
考系統搜尋介面可詳如圖 4 至圖 7 所示。

圖 4 工程管考系統「工程資料搜尋介面」
Fig.4 Data Search Interface

圖 5 工程管考系統「工程照片及圖文搜尋介面」
Fig.5

Photo Search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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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工程管考系統「功能搜尋介面」
Fig.6 Feature Search Interface

圖 7 工程管考系統「重要報表搜尋介面」
Fig.7

Report Search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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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 UX 介面新概念，創造更優化之操作系統
工程管考系統自民國 90 年開發以來已集結百餘項業務功能，為解決既有系統功能盤根錯雜之 UI
（User Interface）介面，本文導入使用者體驗(User Experience)之概念設計及新穎開發技術，進行各項
功能全面盤點並優化操作介面或程式運算，透過系統資料庫中的 LOG 紀錄，掌握各項功能、使用者用
戶之使用習性，並彙整本系統使用者意見與需求後，透過 UX 概念來強化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生命周期
收納各階段對應功能與資訊，以利聚焦管理、操作便捷、功能優化等提昇整體使用者介面的友善程度，
以期使用者更具直覺、更容易使用及操作本系統及有效降低新手學習門檻為目標。針對功能面、操作
面、效能面及邏輯面四大主軸，架構嶄新的 UX 概念化工程管考系統，使系統整體之操作介面從原本
113 項功能簡化至 35 項，創造介面簡化 70％更優化之操作系統，本文針對如圖 8 中對各使用者進行
調查以做介面與功能優化，目前工程管考系統是採「功能集中式管理」進行設計，其嶄新介面可詳如
圖 9 所示。

圖 8 調查不同用戶角色經常性功能使用情形

圖 9 工程管考系統「使用功能改採集中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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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管考系統大數據運算模組
「工程管考系統」歷經十餘年運轉，已累積龐大的資料量，為有效利用資料，水土保持局導入大數
據分析技術，首創國內「工程進度預警機制」
。該工程進度預測模型，係透過 S 曲線多項式模型解析 3
萬多筆工程案件的進度趨勢，並導入「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演算法」整合歷年 3 萬多筆工程案件屬性(如:
地點、工期、金額、工程類型等)及歷年雨量資料進行訓練，以建立「工程進度預警模型」，水土保持
局並透過資料視覺化展示技術，將複雜的「資料」轉換為一目了然且有價值的「資訊」
，協助水土保持
局及各分局即早掌握各計畫、工程期限內未來各月份進度趨勢，精準且科學化的管理各項工程。該模
型透過 10,000 件歷史工程的驗證，以可達到 90%以上的準確率，工程管考系統大數據模組運算流程如
圖 10 所示。

圖 10 工程管考系統大數據模組運算流程
Fig.10

Big Data Module Operation Flow

透過水土保持局於國內首創的「工程進度預警機制」
，已可配合各項工程的工期、類型、地區等條
件及氣候因子推算工期內未來各月份的工程進度，透過結合網頁之應用程式開發「資料視覺化展示技
術」
，可提供工程進度檢討應用，使各項不符進度之執行計畫或後續相關決策作業亦可預先提出警訊，
係作為未來決策應用之重要工具，預估本項應用功能可有效提高水土保持局每年約 40 億元之工程，其
整體計畫執行率提高 10％以上，其應用性影響程度極大。有關大數據運算結果的系統介面可詳如圖 11、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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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工程進度預測模型」顯示各分局各計畫下一月份進度推估結果
Fig.11 Project Schedule Forecast In Each Region

圖 12 「工程進度預測模型」顯示各別工程工期內的進度推估結果

Fig.12

Project Schedule Prediction

五、工程管考系統行動化及 AR 技術應用
隨著行動科技、資訊技術的成熟發展，為朝水土保持工程專家智慧化邁進，本文以「工程管考系統」
為基礎發展行動化及 AR 技術應用，期望透過行動科技輔助諸如: 工程勘查、汛期工地防災減災自主
檢查、工地相關巡檢等外業作業，並將結合氣候、水文資訊及「工程管考系統」原有工程資料，用以
降低汛期期間工區施工管理風險。有關工程管考系統行動化及 AR 技術應用範疇可詳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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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工程管考系統行動化及 AR 技術應用範疇

Fig.13 Using AR for Project Management
行動化部分可分為「智慧勘查作業」、「自主作業」、「缺失回報」及「施工風險」等，除提供水土保持
局、各分局人員使用外，並開放監造廠商、營造廠商皆可使用，應用主題可詳如圖 14 所示，工程勘
查紀錄、構造物量測及工區雨量預測行動化界面可詳如圖 15 至圖 17。在人手一機的時代，透過行動
化及 AR 技術的開發整合，將可提供水土保持局、各分局甚至監造廠商、營造廠商等更為便利的作業
方式，以有效提升業務執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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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工程管考系統行動化主題功能

Fig.15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App Provides 6 Themes

圖 15 行動化工程勘查紀錄

Fig.15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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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以 AR 擴增實境進行構造物量測

Fig.16 Engineering Structural Measurement Using AR

圖 17 行動化工區雨量預測

Fig.17 Rainfall forecast In Each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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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1. 對水土保持局與各工程主辦單位而言
資訊系統發展仍以執行單位為考量重點，除前述版面配置與操作優化外，原業務性功能除持續進行
優化，亦配合各業務單位需求，調整擴增現行功能，以確保主辦或執行單位能即時獲取各項計畫之整
體執行進度（包含：達成率、經費支用比、發包率等）
，對於主計單位，亦可完全掌握各項經費支用情
形，用以製作會計報告與核銷業務，達到工程資訊零落差。

2. 對監造單位與承攬廠商而言
在工程施工階段，因應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度，可完全落實品管自主檢查，並將資訊回饋至水土保
持局與各工程主辦單位，作為嚴密管控進度的把關機制，藉以全面提升工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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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的对策与建议
殷国仕，刘文珺
（湖南省水土保持学会,410000,长沙）
摘要：建设科学合理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是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湖南省为例，针对该
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不完善的具体情况，因情制宜地提出了完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
关键词：湖南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network
Yin guoshi，Liu wenjun
（Hunan Societ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410000，Changsha）

Absrtact: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onitoring network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doing well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Taking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monitoring network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view of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imperfect monitoring network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Hunan Province.
Key words: Hunan Provinc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network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是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基础，建设科学合理的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可高效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准确提供监测成果，更好地服务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根据
水利部有关规定，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由五级构成，分别为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大江大河（七大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站，省级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
测总站，省级重点防治区监测分站，省级重点防治区监测分站根据管辖区域具体情况设置监
测站场。湖南省水土保持列入国家级重点防治区有 3 个，省级重点防治区有 11 个，总面积
2
41629.86km ，涉及全省 14 个市洲、82 个县、市区。而目前全省除了省级建立了水土保持生
态环境监测总站外，只在 9 个市、州设立了分站，监测现场只有 24 个（图 1）。有重点防治
任务的长沙、湘潭、岳阳、益阳、常德等地区没有建立分站，重点防治区涉及 82 个县、市、
区范围，大多数县、市、区没有设置监测站场。存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不完善、地
面定位监测站场偏少，代表性不足、监测站场建设管理标准偏低，现场监测站场布局和监测
成果不能有效服务于水土保持监管工作等问题（图 2）。

图 1 水土保持监测径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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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runoff field

图2

水土保持观测实验站

Fig.2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Observation Laboratory Station

湖南省是长江流域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省水土流失总面积占全省国土
面积的 17.63%。根据湖南省水土保持规划，在充分考虑国家级重点防治区划分及国家和本
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各地水土流失及防治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带、五片”的水土流失
防治总体布局。“四带”是指武陵山水源涵养预防带、雪峰山生态维护预防带、南岭阳明山
—骑田岭水源涵养预防带、罗霄山脉水源涵养预防带。“五片”是指湘水中上游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片、资水中上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片，沅水中上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片、澧水中上游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片、环洞庭湖丘岗平原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和重点治理片，总面积为
2
41629.86km 。
根据湖南省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水土流失与治理现状和发展趋势，结合
“四带、五片”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应按照“区域与流域相结合，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筹管理”；合理布局，临、永结合，突出重点；综合利用、资源共
享的总原则来设计建设。

1 区域与流域结合
2

湖南有湘、资、沅、澧“四水”，湘江流域面积 94660km ，干流全长 856km（省内 670km），
2
流域内 5km以上大小支流有 2157 条，流域面积大于 1000km 的主要支流 16 条。资江流域在
2
省内流域面积为 26738km ，干流长 653km，流域内 5km以上大小支流 820 条，流域面积大于
2
2
1000km 的支流有 7 条。沅水省内流域面积 51066km ，省内长 568km，流域内有 5km以上支流
2
2
1491 条，在省内流域面积大于 1000km 的支流有 9 条。澧水在省内流域面积为 15505km ，干
2
流长 388km，流域内 5km以上支流 325 条，流域面积在 1000km 以上的支流有 4 条。湘、资、
沅、澧“四水”流域面积涵盖了全省 14 个市（州）90%以上县（市、区）的国土面积。在目
前全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布局中，作为中间层面的市（州）分站，无论是国家级的
郴州、株洲、邵阳、怀化、张家界分站，还是省级的永州、郴州、娄底、湘西自治州分站，
其监测范围是按照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自然状况设置的，造成一个分站负责几个行政
区域的监测工作，而且分站直接管理现场定位监测站场，与站场所在地的县（市、区）职责
不明确，造成工作不协调、管理不到位。
在完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时，既要考虑行政区划的社会因素，又要考虑“四水”
流域的自然因素。无论是湘、资、沅、澧四水流域面积、还是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中的“四
带五片”范围、均涉及我省现有 14 个市州。所以全省 14 个市（州）还没有设置水土保持监
测机构的均要设立分站，在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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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现场定位监测站场工作。在“四带、五片”范围内的县（市、区）均要建设水土保
持现场定位监测站场，直接负责本（市、区）范围内水土保持现场定位监测站场的监测和管
理工作。在水土保持现场定位监测站场的布置上即要考虑“四水”流域自然地理条件，又要
考虑行政区划的分布，采用永久站点与临时站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布置，并与动态监测手段
相结合。使监测成果能有效反映各行政区域水土流失现状，更好的为水土保持监管服务，提
高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的使用效益。

2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筹管理。
省、市、县水土保持监测机构宜实现垂直管理，省为总站，市、州为分站（或以湘、资、
沅、澧四水流域为基础建分站），县、市、区设现场站场。人员编制由总站核定，各类监测
经费由省财政负责，地方财政适当补充。市州分站和各县、市、区现场监测站场要负责与地
方政府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协调联动。
水土保持现场定位监测战场的选址、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建设投资等由省总站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筹管理，站场所在地的市州、县、区配合处理有关征地、拆迁，协调与当
地政府和群众的关系。站场建好验收后，省总站要核定人员编制，由当地分站组建监测队伍
负责监测工作和日常维护管理，所需费用由省财政纳入预算统一管理。市州分站在省总站的
领导下，负责所在行政区域内的水土保持定位监测和动态监测工作，并负责与当地政府水土
保持监督管理部门的联动与协调，当地政府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联动与协调情况，给各分站在
财政上给予一定补贴。

3 合理布局，临永结合，突出重点。
水土保持现场定位监测站场的布置，是水土保持监测网络的基础，布局是否合理，直接
关系到监测成果的权威性、代表性、准确性。现场监测站场的布置与选址，要充分考虑湘、
资、沅、澧“四水”流域的自然情况，一是干支流水系的分布，二是流域内土壤侵蚀类型分
区情况，三是流域内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和重点治理区分布情况，同时要兼顾已有定位监测站
场，水文站网的布置情况和市、县、乡行政区划情况。要通过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准确掌握
全省各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和治理情况，以便对政府落实水土保持基本国策进行绩效考核。
现场定位监测站场设置遵循以下原则；①每一个土壤侵蚀类型区至少布设一个永久型站
2
场；②四水流域内流域面积在 1000km 以上的支流下游出口要布设永久型站场；③所辖行政
区域内有国家和省级水土保持重点预防区与重点治理区的县（市、区）要布设永久型现场；
④凡有水土保持内容的建设项目都要设置临时性现场监测站点，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根据
全省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需要，经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批准可作为永久型站（点）交水土保
持监测机构管理。⑤位于“四水”干、支流上的省辖市和开发建设任务大的县级市市区下游
河道上要设置永久型或临时性监测站（点）。⑥部分站（场）可能同时符合上述几条原则，
则设置一个做代表即可。
根据全省土壤侵蚀形态，特征和程度的差异，全省土壤侵蚀划分为 6 个不同类型的区，
分别为①湘西、湘西北武陵山地黄壤、黄红壤强度侵蚀区，②湘中丘陵红壤、红土母质强度
侵蚀区，③湘东山地，丘陵红壤、黄红壤中度侵蚀区，④湘东南山地、丘陵红壤、黄红壤中
度侵蚀区，⑤湘西南山地、丘陵红壤、黄红壤轻度侵蚀区，⑥湘北环湖丘陵、岗地轻度侵蚀
2
区。湘、资、沅、澧“四水”所属支流中，在湖南省境内流域面积大于 1000km 的支流共计
35 条。所辖国土面积中涉及国家和省级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和重点预防区的县（市、区）
有 56 个。综上所述，按照设置原则，全省水土保持现场定位监测永久性站场需设置 89 个才
能满足要求（详见附表，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的才 24 个）
。
表 1：水土保持监测站场分布表（按流域和行政区域）
Tab.1: Distribution tabl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stations (by basin and
sdministrativ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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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2020 年）
远期（2030
地级市
年）
径流场

综合观测场

利用水文站

小计
改造
长沙

株洲

新建

已有

新建

已用

1

1

1

望城

宁乡

双江口

1

1

茶陵

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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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利用、资源共享
水土保持现场定位监测站场的建设，要注重与国土、气象、水文等部门联合，充分利用
已有的水土保持试验站、雨量站、泥石流监测站和水文站（图 3）。湖南省水文监测历史悠
久，体系完善，力量强大。全省现有水文站 126 处，其中湘、资、沅、澧四水干流和重要支
流建有控制站 46 处，有泥沙观测内容的站 31 处。水利部长江流域委员会在我省洞庭湖区和
长江三口设有水文站 24 个，水位站 19 处。省水文、气象等部门分设在全省各地的雨量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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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59 处。而目前在水土保监测工作中仅利用了 10 个水文站点的泥沙观测资料，综合利用
潜力巨大。

图 3 水文观测站、实验站
Fig.3 Hydrological observation stations and experimental stations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
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开展全天候监测，健全覆盖所有资源环境要素的监测网络体
系”。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中进一步明确提出
到 2020 年，要逐步建设“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监测网
络全面覆盖，监测数据互联共享是大趋势。水土保持监测除根据需要建设一批现场监测站场
外，更要适应新的发展趋势，提升自身的信息化能力和水平。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合，实现
水土保持监测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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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沖蝕無線監測研究-以石門水庫集水區為例
林伯勳，中興工程顧問社防災中心高級研究員
何幸娟，中興工程顧問社防災中心正研究員
陳俊愷，中興工程顧問社防災中心正研究員
林晉守，中興工程顧問社防災中心助理研究員
張文忠，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教授
周仕勳，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博士候選人
陳智賢，水保局臺北分局規劃課副工程司
白朝金，水保局臺北分局規劃課課長

一、研究緣起
傳統坡面沖蝕監測係佈設多處數十根沖蝕針於坡面，當遭遇降雨事件後派員前往現
地量測細微表土沖蝕情形，以掌握不同降雨情況下之土壤沖蝕差異。惟傳統調查方式須
考量人員安全，調查頻率間距少則數日，多則數月，且無法觀測實際單次降雨依時性沖
蝕量變化，致使相關監測資料有限且無法即時有效回饋坡面土壤流失變化，故坡面沖蝕
流失變化多採以模式模擬，與實際真實狀況仍有差異性。
近年受益於微控制器端、感測器端、傳輸端及資料應用分析端之整合技術日趨成熟
，讓物聯網的運用更容易蒐集所需監測數據，並可分析獲得相關加值資訊，故本研究為
精進坡面土壤沖蝕量推估方式，將結合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技術，進行坡面土
壤沖蝕連續監測(如圖 1 所示)，有效提升土壤沖蝕量推估正確性及時間域分析精度；除
能連續監測、減少人力投入，並增加資料時間頻率(水保局 2018)。
微控制器端

傳輸端

(Local/Global)

感測器端
資料應用分析端
10

(MEMS & Traditional)

圖 1 應用物聯網技術於坡面沖蝕無線監測整合架構圖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選於石門水庫集水區作為坡面沖蝕無線監測模組安裝與監測樣區，石門水庫
集水區土砂來源主要由坡面崩塌量與土壤沖蝕量構成，前者可由環境變異評估計算，後
者則受制於不同內在條件與外在營力影響，難以有效推算及掌握發生地點；且當沖蝕土
砂以懸浮方式隨洪水往下游運動時，因懸移質顆粒細小且治理不易，將直接造成水庫濁
度及淤積量升高，因此如何有效推估土壤沖蝕量，實為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重要課題(
許振崑等人，2009；林伯勳等人，2010) 。
本研究分別選定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匹亞、蘇樂、砂崙仔、下田埔以及秀錦等共 5 處
進行坡面沖蝕監測點位佈設，其監測點位空間分布與現況照片、及各水文站之含砂濃度
與流量回歸式資訊，如圖 2 所示，同時於鄰近監測設備，增設人工計讀沖蝕針，作為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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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情形之差異研判。

圖2 本研究坡面沖蝕無線監測點位分布圖
本研究之坡面沖蝕無線監測模組包含監測端、傳輸端、電源供應及模組外構等 4 部
分，其運作原理為：透過監測端之感測器發出超聲波量測與坡面距離，並將量測數據透
過傳輸端傳送至雲端平台作即時展示與後續應用；模組運行則以太陽能板充電方式作為
電源供應，各部件整合至模組外構如圖 3 所示。超聲波感測器量測與待測面距離之原理
如圖 4 所示，其中D為感測器距地表之距離；TOT為旅行時間(Travel of Time, TOT)；V sound
為聲速，若將監測期間量測之高度減去初始高度，即可得知沖蝕深度如式(1)至式(2)，D𝑖
為時間i下之感測器至表土層之距離；D0 為模組架設時初始感測器距表土層之距離；∆h為
不同時間點下之距離差值，即為表層土壤沖刷量(周仕勳等人，2018)
D=�

𝑇𝑇𝑇
2

� × 𝑉𝑠𝑠𝑠𝑠𝑠

∆h = D𝑖 − D0

圖4 坡面沖蝕無線監測原理示意圖
(摘自周仕勳等人，2019)

圖3 坡面沖蝕無線監測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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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三、研究成果
本研究於 107 年 6 月及 9 月，分別派員赴現地進行沖蝕針調查，以比對無線監測與
人工測量資料之差異，如表 1 所示。其結果顯示，坡面沖蝕無線監測資料與人工測量結
果相近，各處沖蝕量整體相對誤差約介於 2.7%~13.9%之間，整體平均相對誤差約為 7.9%
；顯示其透過坡面沖蝕無線監測模組所監測之資料具參考度與可信度。
表 1 本研究無線監測資料與人工量測資料成果比較
監測區
匹亞地區
蘇樂地區
砂崙仔地區
下田埔地區
秀錦地區

沖蝕量(cm)
無線監測(B)
0.16
0.04
0.14
0.13
0.13

人工量測(A)
0.15
0.04
0.13
0.12
0.13
平均

相對誤差%(�𝐀−𝐁
�)
𝐀
9.1
2.7
11.0
13.9
3.0
7.9

本研究採用 107 年度利用坡面沖蝕無線監測模組所量測之有效降雨沖蝕事件誘發沖
蝕深度，與水保局(2012)歷史分析成果進行比較(如圖 5 所示)，其結果顯示多數監測資
料皆落於信賴區間內，意即分析方式與成果具合理性。基此，再分別針對單場有效降雨
沖蝕事件之新增沖蝕深度，與各事件之累積雨量、最大降雨強度、降雨延時等降雨特性
進行回歸公式建立，如圖 6 至 7 所示。其結果顯示，沖蝕深度與事件總累積雨量及降雨
延時相關性較高，亦即累積雨量較高降雨事件會伴隨著較顯著土壤沖蝕行為，且針對 107
年度 42 場有效降雨事件而言，單一場有效降雨事件降雨延時需大於 7 小時，且單場事
件最大降雨強度需大於 4mm/hr，屬為基本觸發沖蝕條件。

圖5 本研究無線監測資料與歷史分析成果比對圖

圖6 本研究無線監測資料與單場事件降雨延時回歸公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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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本研究無線監測資料與單場事件最大降雨強度回歸公式圖

四、結論
經人工量測之沖蝕針與坡面沖蝕無線監測模組之監測結果比較，已驗證非接觸式沖
蝕量測確實具可行性。此外，再將坡面沖蝕無線模組監測有效降雨沖蝕事件誘發沖蝕深
度分析成果，與歷史資料進行比對，發現多數皆落於信賴區間內。顯示本研究結合物聯
網概念之無線監測模組可定點即時回傳監測資料、無線化資料傳遞，有效減少傳統人工
量測之人力資源，並大幅提升量測資料質量(約為人工監測方式之 4 倍)、頻率與品質，
準確評估符合場址及其氣候條件下之集水區沖蝕量。由於以 IoT 之方式進行坡面沖蝕監
測具有即時、高頻率等特性，因此更能取代以人工方式監測降雨導致沖蝕發生之完整過
程，若利用此監測特性針對沖蝕過程加以分析，更可延伸探討其他引發坡面沖蝕之影響
參數，建立在地性之土壤沖蝕模型，以利更準確預測特定區域之沖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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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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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技术
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

丁建新

高级工程师

摘 要 ： 北京市历史上多次发生严重的山洪灾害，给北京市人民生命财产
造成了严重损失，也制约了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信息采集、传输和共享应用全信息链的技术标准和山洪灾害防御全过程的技术
标准，完善了北京市缺资料山丘区山洪灾害静态预警指标和动态预警指标理论框
架和计算方法，以调查评价成果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物联网、新一代水文模拟
分析、现代通信、雨情水情自动监测、多途径预警发布等技术，紧密结合山区农
村基层治理结构，初步形成了自动监测预警技术体系。
北京市山丘区乡镇卫星站网全覆盖、简易雨量站山区村庄全覆盖、无线预警
广播防汛单位、村庄全覆盖等措施，实现了防御情况明晰化，预测预报提前化，
信息采集、传输、处理自动化，决策指挥科学化，预警发布快速化，转移避险精
准化。

关键词：山洪灾害

监测预警

技术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Technology
of Mountain Flood Disaster in Beijing
Beijing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enter
Jianxin Ding

Summary:

Severe

Senior Engineer

mountain

torrents

have

occurred many times in Beijing's history, causing
serious losses to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and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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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in

mountainous

construction

of

the

areas.

technical

Through
standards

the
of

collecting, transmitting and sharing the information
of mountain torrent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preventi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static and dynamic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of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in
hilly areas lacking data in Beijing are improved.
Based

on

Internet

the

of

Things

hydrological
applied.

survey

and

and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evaluation
new

data,

generation

the
of

are

comprehensively

modern

communication,

automatic monitoring of rainfall and water regime,
multi-channel

early

warning

and

issuance

technology,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grassroots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rural

areas

in

mountainous areas, initially formed an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technology system.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of collecting, transmitting and sharing
the information of mountain torrent monitor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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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warning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preventi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static and
dynamic
torrent

early

warning

disaster

in

indicators

hilly

areas

of

mountain

lacking

data

in

Beijing are improved. Based on the survey and
evaluation data,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hydrological

comprehensively

applied.

analysis,

modern

monitoring

of

multi-channel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rainfall
early

The

simulation

and

water

warning

are
of

automatic
regime,

and

and

releas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combined closely with the
rural

grass-roots

mountainous

areas,

governance
and

initially

structure

in

formed

an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technology
system. Measures such as full coverage of satellite
stations
coverage

network
of

in

villages

hilly
in

areas

of

Beijing,

mountainous

areas

full
of

simple rainfall stations, wireless early warning and
broadcasting flood control units, and full coverage
of villages have been taken to clarify the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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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advance

prediction

and

prediction,

automation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ransmission
and

processing,

command,

rapid

scientific
warning

decision-making

issuance,

and

and

precise

transfer and avoidance.
Keywords: Mountain torrents;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Measure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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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区土壤侵蚀特征及防治
黄土丘陵区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以晋北和晋西黄土丘陵区
为例，研究了黄土丘陵区土壤侵蚀特征。结果表明：（1）该区域 降雨量及侵
蚀性降雨量主要分布在 7、8 月份，大雨（２５.０ｍｍ≤Ｒ ２４ ＜５０.０ｍｍ）
的次降雨侵蚀量高于中雨（１０.０ｍｍ≤Ｒ ２４ ＜２５.０ｍｍ），次降雨侵蚀量
与HI 10 线性相关；总侵蚀量则表现为中雨＞小雨＞大雨；（2）土壤侵蚀受地形
坡度和微地形的影响，坡地侵蚀明显高于平地；鱼鳞坑整地能有效减少水土流
失；（3）地表植被也是影响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林草植被能有效地蓄水保土。
（4）7、8 月份是防治水土流失的关键时期，其关键是降低大雨的危害，其次
是中雨；坡改梯和植被恢复是防治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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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水土保持法律制度建设
北京市水务局 宁满江

摘 要 ： 2015 年 北 京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通 过 了 《 北 京
市 水 土 保 持 条 例 》， 明 确 和 细 化 了 上 位 法 有 关 规 定 ，
总 结 了 1991 年 以 来 国 家 和 北 京 市 水 土 保 持 相 关 政 策
法 规 和 规 章 制 度 的 实 施 经 验 。条 例 明 确 了 生 态 清 洁 小
流 域 建 设 和 管 护 的 制 度 机 制 ，完 善 了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管 理 制 度 。条 例 从 实 行 严 格 的 水 土 资 源 管 理 制
度 、规 划 水 土 保 持 、生 态 清 洁 小 流 域 全 过 程 管 理 、水
土 保 持 生 态 红 线 、公 众 参 与 、损 害 担 责 等 6 个 方 面 体
现 了 北 京 特 色 。条 例 贯 彻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和 美 丽 中 国 的
发 展 战 略 ，落 实 建 设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生 命 共 同 体 的 要 求 ，
彰显了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法律责任。
关键词：水土保持

条例

制度

Construction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Legal System in Beijing
BEIJING WATER AUTHORITY
Manjiang N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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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2015,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adopted
the Regulations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Beijing, which clarified and refine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Superior Law, and summarized
the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of

the

relevant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regulations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China and Beijing since 1991.
The regulations clarify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Eco-clean
small

watershed,

system

of

production

soil
and

and

improve

and

water

construction

the

management

conservation
projects.

for
The

regulations embody Beijing's characteristics in six
aspects: strict management system of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planning

whole

of

process

water

and

soil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clean small watershed, ecological red
line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damage. The
regulations carry ou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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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 beautiful
China, and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life
community of mountains, rivers, fields, lakes and
grasses. They highlight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its

releva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
Keywords:

Water

and

Regulations ;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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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conservation

;

北京市生产建设项目天地一体化监管技术

摘 要 ：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类 型 多 、 监 管 难 度 大 ，《 北
京 市 水 土 保 持 条 例 》中 明 确 了 水 土 保 持 监 管 责 任 ，监
管 要 求 进 一 步 提 高 。近 年 来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造 成 的 水
土 流 失 凸 显 。针 对 新 形 势 下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监
管 业 务 需 求 ，研 究 探 索 高 分 遥 感 、无 人 机 、激 光 雷 达 、
人 工 智 能 、GIS 等 高 新 技 术 在 水 土 保 持 监 管 中 的 综 合
应 用 。 按 照 “理 论 研 究 和 动 态 监 管 实 践 相 结 合 ， 理 论
指 导 实 践 ， 实 践 完 善 理 论 ”的 总 体 思 路 ， 形 成 适 用 于
北 京 市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监 督 管 理 的 “北 京 模
式 ” ，建 设 天 地 一 体 化 监 管 平 台 ，支 撑 首 都 生 态 环 境
建设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市生产建设项目

天地一体化

监管

Integrated supervision technology of space and
earth for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Beijing
BEIJING WATER AUTHORITY
Jie Ren

Associate Coun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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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supervise them. In the Regulations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f

Beijing,

the

supervisory

responsibility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clearly defined, and the supervisory requirements
are further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 soil erosion
caused by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become prominent. In view of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supervision
projects

of
for

under

comprehensiv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duction
the

new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the

high-tech

technologies such as remote sensing, UAV, lida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GIS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upervision is studied and explored.
According
theoretical

to

the

general

research

with

idea

of

dynamic

"combining
supervision

practice, guiding practice by theory and perfecting
theory by practice", a "Beijing model" suitable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soil a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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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construction

in

Beijing's

projects

was

production
formed,

and

and

an

integrated supervision platform will be built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capital.

Keywords: Urban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

Integration

of

Superv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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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and

earth

;

旱作果园土壤不同植被覆盖水分入渗特征
及模拟研究
摘要：采用野外双环入渗试验方法，研究旱作果园土壤不同植被覆盖对水分入渗特征的影响，并用 Philip
模型、Horton 模型、Kostiakov 模型三种经典模型对不同植被覆盖区土壤水分入渗过程进行拟合。结果表
明：自然生草区土壤初始入渗速率最大，为 4.902mm/min，是清耕区土壤的 1.2078 倍；清耕区土壤的平均
入渗速率和稳定入渗速率最大，分别为 2.3122mm/min，1.953 mm/min；大豆种植区土壤初始入渗率率和稳
定入渗速率最低，分别为 4.0553mm/min、1.5597mm/min；Horton 入渗模型对不同小区土壤入渗过程拟合效
果最好，Philip 入渗模型拟合效果次之，Kostiakov 入渗模型拟合效果最差；不同小区土壤入渗能力整体
上呈现出：清耕区>自然生草区>大豆区，这与土壤总孔隙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关键词：自然生草；植被覆盖；水分入渗

Characteristics and simulation of water infiltration in
different vegetations in dryland orchard soil
Abstract:The effects of natural grass and crop cover on soil water infiltration in Luliangshan
Orchard were studied by field double-ring infiltrat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itial
infiltration rate of soil in natural grassland was the highest, being 4.902mm/min, which was
1.2078 times of soil in clearing area. The average infiltration rate and stable infiltration rate of soil
in clearing area were the largest, respectively, 2.3122mm/ Min, 1.953 mm/min; the initial
infiltration rate and stable infiltration rate of soybean planting area were the lowest, 4.0553
mm/min and 1.5597 mm/min respectively; the fitting effect of Horton infiltration model on soil
infiltration process in different runoff communities Preferably, the Philip infiltration model has the
second best fitting effect, and the Kostiakov infiltration model has the worst fitting effect; the
Horton model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infiltration process of each runoff plot, which can
better simulate the infiltration process and predict it; The soil infiltration capacity of the runoff
plot is as follows: clear tillage area> natural grass area> soybean area,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ifference in soil physical properties of each runoff area.
Key words: natural grass; vegetation cover; water infiltration
土壤水分入渗性能影响着降水再分配过程中地表径流与土壤储水能力的大小，土壤渗透
[1]

性能越好，产生的地表径流越少 。植被覆盖能影响土壤水分入渗、有效地保持水土。目前
[2]

不少学者对不同植被覆盖下的土壤水分入渗进行研究。彭新德等 对不同植被土壤水分入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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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初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乔灌草、灌草和人工草坪这三种不同类型植被土壤水分入渗
能力差别较大，人工草坪植被土壤入渗速率最大，乔灌草与灌草植被土壤入渗速率最小。李
坤等

[3-4]

研究发现，自然草地覆盖和人工草地覆盖均能有效增大土壤初始入渗率和稳渗率。
[5]

赵梦杰等 研究了植被覆盖度对黄土高原地区土壤入渗及产流影响，表明植被覆盖对初始入
[6]

渗率和稳定入渗率的影响比较明显，植被覆盖度越高，稳渗率越大。何子淼等 通过研究黄
丘区野外草被坡面土壤入渗参数变化规律与模拟，发现草被覆盖度越大，土壤入渗率的增加
越明显。
目前，已有不少关于不同植被类型、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及不同土壤类型的土壤入渗过程
[7]

的模拟。陈家林 等用不同模型对太行山低山丘陵区裸地、草地、灌草地等几种不同植被类
[8]

型土壤入渗过程进行，结果表明Philip模型对不同植被类型拟合效果最好。侯秀丽 等对滇
中桉树林、荒坡灌草丛、云南松林、针阔混交林、次生常绿阔叶林这五种植被土壤入渗过程
[9]

进行模拟，结果发现Horton模型更符合该地土壤入渗过程。李春茂 等模拟了梯田旱地、裸
地和灌木林地这三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峰丛坡地土壤入渗过程，结果表明Horton模型更适
宜于描述喀斯特峰丛坡地的土壤入渗过程。莫斌等

[10]

对紫色土坡耕地入渗过程进行拟合，结
[11]

果表明入渗速率随时间变化过程用Kostiakov模型拟合的效果最好。陈文媛等

对黄土丘陵

区的土壤入渗过程进行拟合，发现通用经验模型更适用于描述黄土丘陵区的土壤入渗过程。
康金林

[12]

等拟合了红壤土壤水分入渗，结果表明Philip模型较适用。陈娟等

[13]

运用模型拟

合了灰钙土、风沙土和基岩风化残基土这 3 种类型土壤的入渗过程，结果表明通用经验模型
更适宜于描述研究区内土壤入渗速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吕梁山沿黄红枣主要分布于临县、石楼县、柳林县、兴县和永和县，形成了长 300km、
宽 20km 的红枣经济林带，是沿黄一带农民的支柱产业。但大多数红枣果园中都以清耕为主，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因此迫切需要研究不同植被类型覆盖对果园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本文
通过双环法研究了旱作果园土壤不同植被覆盖水分入渗特征，并运用模型对入渗过程进行模
拟，为以后研究不同植被覆盖对果园水土流失的影响提供理论基础。

1 研究区概况
试验地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庞家庄红枣园林区,所在原地貌的坡度：20°（当地枣树
林现有栽植坡度），地理位置为 E:110.532013°，N:38.037807°，海拔 928±1 米，属于
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土壤为黄土母质上发育的黄绵土。设置
有 A 清耕作业区（除去地表所有覆盖物，包括杂草）；B 自然生草区；C 农业耕作区（大豆），
小区大小为 5m*4m。2018 年 7 月份对样地植被进行调查，样地基本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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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地基本情况
Tab.1Basic situation of the plot
植被覆盖类型 Vegetation

植被覆盖度 Vegetation

主要林下植被

cover type

coverage（%）

Major understory vegetation

清耕 Clear farming

0

无植被 No vegetation

自然生草区 Natural grass

60%

蒿子、苦菊菜、小枣树、鹅观草、牵牛花
Artemisia、bitter chrysanthemum、jujube tree、 goose
grass、 morning glory

大豆区 Soy

30%

大豆 Soy

2 研究方法
2.1 野外双环入渗试验
采用双环法测定土壤水分入渗率，内环直径为 20cm，外环直径为 35cm，高 30cm，用橡
皮锤将内环和外环均垂直打入土壤深度为 12cm，向内环和外环同时注水水层深度为始终保
持 8cm，计时采用秒表，测定单位时间内内环所消耗的水量，时间间隔为 5min 直到入渗达
到稳定，总入渗时间为 120min，进而计算土壤水分入渗速率、初始入渗速率（前 5 分钟土
壤的平均入渗速率）、平均入渗速率、稳定入渗速率。土壤水分含量的测定采用烘干法。在
2018 年 10 月 9 日进行土样采集及土壤水分入渗试验。
2.2 土壤水分入渗计算公式
土壤水分入渗率又称“土壤水分渗透速率”，是指在正常大气压下，土面水层在单位时
间内通过单位面积土壤的水量。入渗率的计算公式
f=v/a

[14]

为：
(1)
3

2

式中：f为入渗率，mm/min；v为单位时间加水量，mm /min；a为内环面积，mm ，本实验
2

中，a为 31415.926mm 。
土壤初始入渗速率（mm/min）：为前 5 分钟的平均入渗速率；
平均入渗渗速率（mm/min）:为所有入渗速率的平均值；
稳定入渗速率（mm/min）:为达到稳定时土壤水分的入渗速率。
2.2 土壤容重和孔隙度的测定
在三个不同植被覆盖区内用环刀采集原状土，采样深度为 0-20cm，每个植被覆盖区釆 3
个样。采集后带回实验室内进行土壤容重、土壤孔隙度的测定。
2.3 土壤入渗模型选择
[15]

本研究选择Philip模型

、Horton模型

[16]

[17]

、Kostiakov模型

不同处理小区果园土壤入渗过程进行模型拟合，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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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比较经典的模型对

表 2 土壤水分入渗模型公式及参数说明
Tab.2Soil water infiltration model formula and parameter description
模型名称

公式 formula

参数说明 Parameter Description

Model name
Philip

(-1/2)

f(t)=(1/2)St

+fc

S 为土壤吸水系数;fc 是土壤稳定入渗速率（mm/min）;f(t)为入渗速率（mm/min）;t
为入渗时间（min）
S is the soil water absorption coefficient; fc is the soil infiltration rate
(mm/min); f(t) is the infiltration rate (mm/min); t is the infiltration time
(min)

Horton

-kt

f(t)=fc+(f0-fc)e

f0 与 fc 分别为初始入渗速率和稳定入渗速率；K 是经验参数；f(t)为入渗速率
（mm/min）；t 为入渗时间(min)
F0 and fc are the initial infiltration rate and stable infiltration rate
respectively; K is the empirical parameter; f(t) is the infiltration rate
(mm/min); t is the infiltration time

Kostiakov

-b

f(t)=at

a 为初始入渗率（mm/min）；b 为衰减系数；f(t)为入渗速率（mm/min）
；t 为入渗时间
(min)
a is the initial infiltration rate (mm/min); b is the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f(t) is the infiltration rate (mm/min); t is the infiltration time (min)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壤水分入渗过程

图 1 土壤水分入渗过程
Fig.1 Soil water infiltration process

土壤水分入渗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渗润阶段、渗漏阶段、渗透阶段。3 种不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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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入渗过程（图 1）所示，清耕区土壤水分入渗的渗润阶段持续 15min 左右，到 115min
后，达到稳定入渗阶段；自然生草区土壤水分入渗的渗润阶段持续 30min，持续时间较长，
115min 基本达到稳定入渗阶段；大豆区土壤水分入渗的渗润阶段持续了 20min，持续时间介
于清耕区和生草区之间。到 115min 达到了稳定入渗阶段。3 种不同处理土壤水分入渗过程，
均表现为初期土壤水分入渗率非常高，随后迅速下降，最后达到稳定入渗速率。前期渗润阶
段土壤水分入渗速率迅速下降；渗漏阶段土壤水分入渗速率逐渐下降，115min 分钟后，3
种不同处理土壤水分入渗速率均达到相对稳定状态。整个入渗过程中，清耕区土壤水分入渗
速率相对较高，大豆区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相对较低，生草区土壤水分入渗速率介于大豆区和
清耕区之间。
3.2 土壤入渗特征
表 3 不同植被覆盖区土壤入渗特征
Tab.3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infiltration in different vegetation cover areas
植被覆盖类型

初始入渗速率 Initial

平均入渗速率

稳定入渗速率 Stable

Vegetation cover

infiltration rate（mm/min）

Averageinfiltration rate

infiltration rate（mm/min）

type

（mm/min）

清耕 Clear farming

4.0585

2.3122

1.9528

自然生草 Natural

4.9020

1.9608

1.7435

4.0553

1.9826

1.5597

grass
大豆 Soy

由表 3 可见，不同植被覆盖区土壤水分入渗速率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初始入渗速率>
平均入渗速率>稳定入渗速率。初始入渗速率表现为：自然生草>清耕>大豆，自然生草的土
壤初始入渗速率最大，为 4.9020mm/min，是清耕土壤的 1.2078 倍，大豆的初始入渗速率最
小，为 4.0553mm/min，是清耕的 0.9992 倍。平均入渗速率表现为：清耕>自然生草>大豆，
清耕土壤水分平均入渗速率最大，为 2.3122mm/min，自然生草的土壤水分平均入渗速率最
小，为 1.9608mm/min，是清耕的 0.8480 倍，大豆土壤水分平均入渗速率是清耕的 0.8575
倍。稳定入渗速率表现为：清耕>自然生草>大豆，清耕土壤水分稳定入渗速率最大，为
1.9528mm/min，自然生草土壤水分稳定入渗速率是清耕的 0.8928 倍，大豆土壤水分稳定入
渗速率最小，为 1.5597mm/min，是清耕的 0.7987 倍。
3.3 土壤入渗模型分析

表 4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入渗模型拟合效果
Tab.4 Fitting effect of soil infiltration model with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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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覆盖类型

Philip 模型 Philipmodel

Horton 模型 Hortonmodel

Kostiakov 模型 Kostiakov

Vegetation cover

model
2

2

2

type

S

fc

R

f0

fc

k

R

a

b

R

清耕 Clear farming

12.05

1.36

0.846

4.543

2.006

-0.059

0.8239

5.67

0.24

0.8285

自然生草 Natural

13.24

0.92

0.704

15.826

1.7956

-0.302

0.932

6.10

0.30

0.630

14.60

0.84

0.900

4.594

1.590

-0.056

0.886

6.62

0.32

0.895

grass
大豆
Soybean

图 2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入渗过程实测曲线与模型拟合曲线
Fig.2 Measured curve and model fitting curve of soil infiltration process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采用Philip模型、Horton模型和Kostiakov模型对不同植被覆盖区土壤水分入渗过程进
行拟合，比较不同模型的拟合优度，由表 4 可知，Philip入渗模型拟合的S为土壤吸水系数，
其值在 12.05-14.60mm/min之间，S值越大，土壤入渗率随时间减小越快，大豆区S值最大，
2

清耕区其值最小，说明了大豆区入渗率随时间减小最快，fc介于 0.84-1.36 之间，R 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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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0.900 之间，大豆区的判定系数最大，说明了Philip入渗模型对大豆区土壤水分入渗
效果较好。Horton入渗模型拟合的土壤稳定入渗速率fc介于 1.591-2.006mm/min之间，初始
2

入渗速率在 4.543-15.826mm/min之间，k值在-0.302 至-0.056 之间，R 介于 0.8239-0.932
之间，自然生草区的判定系数最大，且大于 0.90，所以Horton入渗模型对自然生草区的拟
合效果最好。用Kostiakov入渗模型拟合的参数a值、b值分别介于 5.67-6.62，0.24-0.32
2

之间，最大值均出现在大豆区，最小值均出现在清耕区，R 在 0.630-0.895 之间，大豆区的
判定系数最大，对大豆区的拟合效果较好。
总的来说，Horton 入渗模型拟合值与本研究相应实测值之间的拟合程度较高，对土壤
入渗过程拟合效果最好，Philip 入渗模型拟合效果次之，Kostiakov 入渗模型拟合效果最差。
由图 2 可知，各径流小区土壤入渗模型拟合曲线和实际入渗速率曲线，Horton 模型更符合
各径流小区的实际入渗过程，可以更好的模拟其入渗过程并进行预测。
3.4 不同小区土壤容重和孔隙度
表 5 不同植被覆盖区 0-20cm 土壤容重和孔隙度
Tab.5 0-20cm soil bulk density and porosity in different vegetation coverage areas
植被覆盖类 Vegetation

容重 bulk

总孔隙度 total

毛管孔隙度

非毛管孔隙度

cover type

weight

porosity（%）

capillary porosity

non-capillary porosity

（%）

（%）

3

（g/cm ）
清耕区 qinggeng

1.36±0.06

48.45±2.35

40.37±1.56

8.08±0.74

自然生草区 Natural grass

1.41±0.02

46.91±0.77

38.02±2.04

8.89±1.14

大豆区 Soybean

1.38±0.03

47.78±1.09

41.25±0.68

6.53±0.12
[18]

土壤水分入渗是水分在土壤内部空隙间不断深入流动的过程

，因此，土壤水分入渗速

[19]

率主要取决于土壤孔隙度和容重的大小

，土壤容重的大小主要由土壤固体数量和孔隙度决

定。由 5 可知，不同植被覆盖区 0-20cm土壤容重和孔隙度均存在差异。从最能影响土壤水
分入渗的土壤容重和孔隙度来看，不同植被覆盖区 0-20cm土壤容重呈现出：自然生草区>大
豆区>清耕区，总孔隙度呈现与之相反的趋势。毛管孔隙度呈现出：大豆区>清耕区>自然生
草区，非毛管孔隙度呈现出与之相反的趋势。不同径流小区土壤容重及孔隙度均相差不大，
3

但由于清耕区不断除草，而使清耕区表层土壤较疏松，土壤容重最小，为：1.36±0.06g/cm ，
总孔隙度最大，为：48.45%±2.35%。

4 讨论
土壤水分入渗是水分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决定了产流量的大小。自然生草区土壤水分
初始入渗速率明显高于清耕区和大豆区，是由于自然生草区植被覆盖度最大，为 60%，植物
根系发达，且 0-20cm土壤非毛管孔隙度最大，利于土壤水分入渗，这与武晓莉等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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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其通过对晋西黄土区荒草地、锦鸡儿灌木林地和刺槐乔木林地进行研究，发现非毛
管孔隙对入渗的影响最大，其与初始入渗速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20]

。同样，胡阳等

[21]

对岩

溶坡地荒地、草地、灌丛和林灌这四种植被类型下的土壤水分入渗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也得出相同结论，即影响土壤水分入渗性能的主要因素为土壤非毛管孔隙度，且呈正相关关
系。大豆区和清耕区土壤初始入渗速率相近，是因为大豆区植被覆盖度较低，仅为 30%，且
表层土壤的非毛管孔隙度相差不大，所以初始入渗速率相差不大。清耕区和大豆区在渗润阶
段土壤入渗速率出现峰值，可能是因为深层土壤存在干层现象，而自然生草区渗润阶段土壤
入渗速率相对稳定，这可能是由于自然生草区植被覆盖度大，植被对深层土壤的影响，使深
层土壤干层现象不明显。大豆区土壤稳定入渗速率小于自然生草区土壤稳定入渗速率，可能
是由于自然生草区植被对于较深层土壤的改良效果没有大豆明显。
由表 3 可知，不同植被覆盖区土壤入渗速率均表现为：初始入渗速率>平均入渗速率>
稳定入渗速率，这与闫建梅等对川中丘陵区甜橙林、核桃林、水保林、梯平地、缓坡耕地这
[22]

5 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入渗特征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即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入渗速

率均表现为：初始入渗速率>平均入渗速率>稳定入渗速率。从整体上来看，不同植被覆盖区
土壤入渗能力呈现出：清耕区>自然生草区>大豆区，这是因为清耕区土壤容重最小总孔隙度
最大，而自然生草区和大豆区总孔隙度相差不大，这与刘澄静等研究结论相一致

[23]

，其对哈

尼梯田水源草地、林地、旱地和茶园等景观类型土壤水分入渗及影响因子进行研究，结果表
明容重越小，总孔隙度越大，土壤水分入渗速率越大，入渗速率与容重呈负相关，与总孔隙
[7]

度呈正相关。同样，陈家林 等对太行山低山丘陵区裸地、草地、灌草地等几种不同植被类
型土壤渗透特性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也得出相同结论，即土壤渗透特性与土壤容重、总孔隙
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总孔隙度对土壤渗透性能产生的影响作用最大。
运用Philip模型、Horton模型、Kostiakov模型这三种经典模型对旱作果园不同植被覆
盖土壤水分入渗过程进行拟合发现，Horton入渗模型对旱作果园不同植被覆盖区土壤入渗过
程拟合效果最好，这与武晓莉等对晋西黄土区的研究结论相似

[20]

。同时，不同学者对不同植

被类型及不同土地方式下土壤入渗过程模拟也得出相同结论，即Horton入渗模型对土壤水分
[8-9]

入渗的拟合效果较好

。

5 结论
（1）清耕区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相对较高，自然生草区次之，大豆区土壤水分入渗速率
最小；
（2）自然生草区土壤初始入渗速率最大，为 4.902mm/min，清耕区土壤的平均入渗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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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稳定入渗速率最大，分别为 2.283mm/min，1.953 mm/min；
（3）Horton 入渗模型对不同植被覆盖区土壤入渗过程拟合效果最好，Philip 入渗模
型拟合效果次之，Kostiakov 入渗模型拟合效果较差。结合各小区土壤入渗模型拟合曲线
和实际入渗速率曲线，Horton 模型更符合各小区的实际入渗过程，可以更好的模拟其入渗
过程并进行预测。
(4) 不同径流小区土壤入渗能力呈现出：清耕区>自然生草区>大豆区，这与各小区土
壤总孔隙度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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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生态的理论与实践
孙发政
（深圳市大自然生态园林技术有限公司，518131，广东 深圳 ）

摘要：水土生态是水土保持认识观的深化和发展，是生态科学的创新与拓展。它是指地球上水土与植被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与发展的一种生态平衡关系，从广义上说，是指水、土、植被在其运动和演化过程中的一切关系的总和。人类不断地利用和
改变着地球上的水、土、植被，进行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经济社会建设，进而影响和改变着生态与环境。水土生态理论揭示
了生态问题的本质，在当今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实践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而深远
的意义。
关键词：水土生态；理论；实践；作用；深远意义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il and water ecology
Sun Fazheng
(Shenzhen Nature Ecological Garden Technology Co., Ltd.,518131, Guangdong：China)

Abstract：Author of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main viewpoints, and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of soil and water ecology, as well as the role and value of realizing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soil and
water ecological resources, the sustainable mainten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paper argued that in the current era, it is imperative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and continuity of soil and water ecology and culture, emphasize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oil and
water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e the service functions of urban ecosystem,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soil and water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sustainable mainten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 soil and water ecology； theory；practice；role；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1

水土生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1

水土生态理论是水土保持认识观的深化和发展
[

1934 年针对治黄工作，为防治黄河泥沙问题，由李仪祉、张含英等先辈首先提出“水土保持”一词 ，
作为专用术语一直沿用至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水土保持”从形式到内
容上已包罗不了当今的社会实践，还易引致误解。如建设项目中滥用工程措施，制造大面积浆砌片石、水
泥砂浆护坡；引入外来物种保持水土等。虽然防治了水土流失，但对生态负面影响不言而喻。水土保持不
仅是保持水土，更需要保持健康生态系统。
因而，人们较多地使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来表述水
土保持的丰富实践。将这些提法统一起来，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的高度，有利于生产和水土保持学科的发
展。2004 年 11 月 8 日，笔者作为《中国发明与专利》杂志封面人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提出“水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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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态保持”一词，同时提出“水土生态”概念 。水土生态概念的提出，克服了传统水土保持所遇到的一些局
限和困惑，如引进外来物种、遵循地带性植被、保护原生地貌、水土生态规划等，更加系统地、综合地、
科学地解决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此后在《中国水土保持》《水土保持学报》《风景园林》《今日国土》
《中国领导科学》《Journal of Landscape Research》《 Meteor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结合在世界各地考察交流的成果，形成了水土生态理论。2006 年第 11 期
《中国水土保持》发表笔者“论水土、水土生态与水土生态保持”时，水利部水土保持司曾大林副司长在
该文编者按中指出，这一理论将大大拓宽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域，开创水土保持工作新局面，对基础理论研
究和生产管理工作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2013 年第 5 期《风景园林》水利部水土保持司牛崇桓副司长在其
文章中也提出水土生态与人类相容共生的理念。2017 年 3 月 13 日笔者在《中国科学报》整版发表“水土生
态的哲学思考”，提出用水土生态哲学大智慧来认识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问题。
水土保持的着眼点在于水土资源，以防止水土资源的损失与破坏，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为
[1]

主要任务 。如何实现水土资源的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有着不同的途径、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理念和
不同的认知。水土与植被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体关系，是水土生态的系统观念。水土生态概念
的提出，使水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找到了系统分析、综合治理的理论依据；既有传统水土保持内涵，又涵
盖当今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践。
水土生态保持是研究植被破坏、生态失调、水土流失产生的原因、规律和水土生态保持基本原理的一
门学问，据以制定规划、加强监管和运用综合技术措施，保护、修复和改善生态，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和
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充分发挥水土生态资源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1]

维护和建立人类生产、生活和居住的良好生态与环境的应用技术科学 。这是实现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
态环境可持续维护的重要理论支撑。
1.2

水土生态理论是生态科学的创新与拓展
生态学对于数学、物理、化学而言还是年轻的。生态学源于动植物的研究。如今生态学发展非常庞大，

它起源于多学科，没有它的＂本原＂，生态学显得散乱。无论数学如何发展，分支如何庞大，其学科发展
的由头就是数和形，数和形是数学的＂本原＂。水、土、植被及其相互联系的水土生态，就是生态学的由
头；由此，生态学脱离多头学科的起源而找到了它的＂本原＂，所有生态学都可以溯源到水土生态。如今
生态建设中，提法众多，如生态城市、森林城市、宜居城市、山水城市、海绵城市、园林城市、生态园林
城市、田园城市等，令人眼花缭乱，抓不住要点。那么，这些众多的提法中，有没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处
理好人与水的关系、人与土的关系、人与植被的关系，以及与这三大要素整体的关系，即人与水土生态的
关系，是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生态问题的核心，是共同的理论基础。
任何生态系统都是由生物和环境系统共同组成的。植被（绿色植物）是第一性生产者，即初级生产者，
是生物系统的关键要素；水与土是环境系统的主导要素。如何顺应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保护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连续性，发挥系统生态服务功能，需要抓住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这就是水、土、植被三大要
素。水、土、植被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构成了水土生态的生动景象；地球上大气圏、生物圏、
[2]

水圈、土壤圈、岩石圈既独立又相互联系和运动的状态在一定尺度上表征为水土生态 。
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学与水土保持学交叉与融合产生的水土生态理
论，是对自然规律的又一新认识。

2

水土生态理论是当代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理论总结和升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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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水土生态理论是关于自然界水土生态规律的科学认识
地球上生物界从无机到有机、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多细胞到高等生物的演化路径，是水、土、生物

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来实现的。水、土、植被在地球历史演化过程中的相互依存、
[3]

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自然生态环境 。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是人与水的和谐、人与土的和谐、人与植被的和谐，以及水、土、植被之
间的生态平衡与稳定。建立在水土生态平衡之上的生产、生活、经济建设，才有天蓝、地绿、水清的基本
保障。水土生态是自然界水、土、植被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的一般规律，在规划、建设、农业、林业、水
利、环保等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水与土不可分割，有了水土保持；水土与植被不可分割有了水土生态保持。水土生态保持以水土生态
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为基本任务，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主体。植被在各类生态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生
态系统的加强、改善或改进以及保护、恢复、修复或重建，其落脚点还在于保护植被、恢复（修复）植被
和重建植被，尤其是保护好天然植被，科学地利用和建设植被。只有植被的恢复和发展，才能保护赖以生
存的野生动物，治理好水土流失，从而稳定地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居环境，进而在此基础上防治大气污
染和气候变暖等诸多问题。
2.2

水土生态理论主要观点及体系

2.2.1

水土生态理论主要观点

（1）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表现为人与水的关系、人与土的关系、人与植被的关系。自然界水、土
和植被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这是水土生态的整体观念。无
论是环境、还是资源，都离不开水、土、植被三大要素，它们既是生态的主体，又是资源、环境的载体，
受人为因素影响和干扰最大。
（2）无论是生产建设，还是城市化发展，或者是农业、水利、国土规划等，都必需遵循水土生态规律，
处理好由水、土、植被长期共存与演化而来的自然环境。保持水土生态平衡核心在于植被的繁茂与稳定。
（3）对于水土流失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源头上、要素的联系中及动态的思维上去认识
和防治水土流失，是主动的、有机的、整体的水土生态观念；着重从生态系统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水土流
失，保持水土生态平衡，保护自然景观，从源头上和综合层面上进行防治和治理。
（4）无论是农牧业造成的水土流失，还是开发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或者说无论是农村水土保持，还
是城市水土保持，其本质都是水土生态的保持问题。如果说水土保持是“混合物”
，着眼点在于水和土，而
水土生态保持则是“化合物”，强调的是水、土、植被三者之间的有机的、整体的联系。水土生态保持可以
[4]

认为是水土保持的高级阶段，不仅有技术问题，还包含理念、观念、生态、经济、景观、文化等 。
（5）地球上的水和土是不断运动的，这些运动和变化，造就了山山水水。水土流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水土运动形式，需要因害设防，因势利导，化害为利。保持水土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植被
的恢复和发展，只有植被（包括农作物）的恢复和发展，才能有效地保持水土，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态环境。
（6）保持水和土的自然属性（包括原生地貌），拒绝自然的水和土受到污染。遵循植被（包括农作物）
地带性规律，保护原生地貌和天然植被免遭人为破坏。发展经济和开发建设的一切活动，需要遵循自然界
水土生态规律，
（7）一定区域的原生地貌，记录着这个地区的地理景观和自然历史。在特定区域，还记录着人类活动
的人文遗迹。水土生态良好，不仅表现在环境友好，还表现在要有好的产出，并形成生态经济良性循环，
如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模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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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水土生态理论架构和体系
(1)水土生态理论将生态问题划分为 3 个原因：水土生态退化、环境污染、资源衰竭。它们之间有联

系、有区别，水土生态是重中之重，起着统领作用。无论是资源，还是环境，都离不开水、土、植被三大
要素，三者既是生态的主体，又是资源、环境的载体，由此，资源、生态、环境有了结合点。
（2）水土生态理论3个支点：和谐论、系统论、植被论。如果不从系统的高度、综合的层面和动态的
思维来做好水土保持，则是局部的、零星的、僵化的，甚至是无益的。如果离开植被谈水土，是没有意义
的。在经济发展中，倡导人与自然和谐
（3）水土生态5个特点：基础性、有限性、脆弱性、关联性和可塑性。基础性是指水土生态资源是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有限性是指对于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 地球所提供给人类的水土生态
资源及其承载力是有限的; 脆弱性是指水土生态资源极易受到人类开发利用的深度影响, 一旦超过了极限,
恢复起来就非常困难;关联性是指水土生态资源的破坏, 会加重水土流失发生, 使河流浑浊、河床抬高、气候
变异, 而水土生态良好则可净化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 可塑性是指水土生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恢复、演化、
重建和调控。
（4）水土生态保持4项内容：一是对水土流失预防、监督和管理；二是依靠大自然循环再生能力对生
态修复，包括生态景观保护；三是生态综合治理以及人工生态系统重建；四是对水土流失监测和评价。保
持含义是对水土生态资源保护、修复、合理利用和改善，是在生态系统平衡中动态的保持，而不是僵持的
[5]

和一成不变的 。
（5）水土生态保持 4 层含义：一是对水土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注重生态理念、生态工法，强调植被
的生态作用；二是水土生态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有机整体性，强调从系统的、综合的角度及动态的思维
对水土生态进行保护、修复、改善和建设；三是在水土生态资源的质量上进行清洁保持，防治污染，在数
量上保证农田规模、生态用水等；四是对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前 2 层含义是水土生态内涵
所规定的，后 2 层含义是外延的，还包含经济、文化和景观等。
（6）水土生态保持 4 个类型：生态型、自然型、生产型、建设型。这些类型在每个区域所占的比重不
一样，每个历史阶段所占的比重也不一样。要分析轻重环节，加以规划并采取相应措施。我国当前应以建
设型水土生态保持为重点，同时兼顾生产型、生态型，加强包含上述四个类型的小流域综合治理。

3

水土生态理论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水土生态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利用着水、土壤、植被，从而影响和改变着

地球生态环境。水(河流、湖泊、山塘)、土(土壤、岩石、山、农田)、植被（园林植物、森林、草地、农
作物）是构建富饶美丽家园的基本要素。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由水、土、植被三大要素所支撑起来的
景象。地球上的土壤种类繁多，植被类型多样，在水平和垂直空间分布精彩纷呈。水土生态是地球历史长
期演化的结果，比人类出现和进化的历史还要久远；水土生态的和谐与平衡，是人类出现、生存和发展的
[4]

基本前提，也是建设美丽家园的必然要求 。
生态问题已不是那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为了发展经济，世界各国都在争先恐后
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这种形情下，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地球生态环境前景令人担忧。理念决定
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往往是盲目的。人类所作所为如果危害了地球生命支持
系统—水土生态系统，不仅危害生物界所有物种，最终危害的是人类自己。
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无休止地将众多山地、森林、草原、农田、湿地、湖泊等夷为平地，使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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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建大厦、小区、工厂、道路、机场等，不仅生物生境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还污染环境，特
别是大气雾霾。土地的硬化和温室气体的增多已引起全球水循环和气候变化。这些问题，其根源还在于破
坏和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中三大要素即水、土、植被的原生状态及其水土生态平衡，致使生态系统破碎，
生态功能失调。
人类文明不管如何继续，都离不开赖以生存的水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支撑；人类文明只有在保持
与水土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才能不断前行。在当代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面前，我们不能见利忘本，要
维护水土生态及文化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强调水土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保障城镇生态系统服务功
[6-16]

能

4

，实现水土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水、土壤、植被三大要素构建起了自然环境的主体和生态系统的基本架构，贯穿于所有生态系统中。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必需做到水土生态和谐，做好水土生态保持工作。
人类赖以生息和繁衍的地球上的植被，有多种多样的类型，如森林、草原、湿地、荒山草坡、园林绿
地、农作物、水生植物等。每一种类型植被保护了相应类型的水土；每一种类型的水土自然或人为地生长
[5]

出相应的植被。植被与水土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相互共生与演化的关系，是水土生态的深刻内涵 。人类
正是不断地利用和改变着地球上的水、土、植被，进行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经济社会建设，进而影响和改
变着生态与环境。人类社会已不是“愚公移山”的年代，一座山头、一口山塘、一条小河、一片农田、一
块牧场可以在一夜之间被现代工程机械挖成平地，使之硬化，导致原生地貌彻底破坏, 水土生态失去平衡。
我国城镇化建设一潮高过一潮，倡导水土生态理论，弘扬优秀水土生态文化，保护好水源、土壤和原生地
貌及森林、草地、农田等，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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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水土保持在长输管道工程建设中的应用探讨
摘要：本文在分析长输管道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特点与成因的基础上,
从最大限度减少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充分发
挥水土保持效益的角度出发,对长输管道工程建设中的水土保持措施
的合理布设了进行了阐述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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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对坡面径流小区产流
产沙的影响
栾吉福
（北京市昌平区水务局，100020，北京）
摘 要: 响潭水库是昌平区西部地区一处重要的水源地，水库上游是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据此，
开展水土保持措施与径流小区产流产沙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水土流失有效治理以及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通过布设 4 种径流小区即坡耕地、水平条、树盘和荒草地封禁小区，分别对不同水土保持措施下
各小区在 2014－2016 年的降雨、产流、及产沙量参数进行分析，探讨了产流产沙与不同水保措施小区之间
的关系。研究表明: 能产生径流和侵蚀的降雨主要为降雨强度大于 5mm/h 的降雨。产流量由小到大依次为
水平条、树盘、封禁、坡耕地小区，产沙量由小到大依次为水平条、封禁、树盘、坡耕地小区。坡耕地小
区产流产沙量在相同降雨条件下明显高于其他小区。与坡耕地相比，水土保持措施小区能够有效的拦蓄径
流泥沙。而在 3 种水土保持措施小区中，水平条小区最为有效，不仅拦水效率高，拦沙的效益也很明显。
关键词: 径流小区；水保措施；产流产沙

Study on relation between runoff plot rainfall and sediment
production under differen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Luan Jifu
(Beijing Changping District Water Authority,100020, Beijing)
Astract: Xiangtan Reservoir is an important water source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angping
District ,the upstream of the reservoir is the key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zone for soil eros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search the action relation betwee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runoff yield and sediment production in runoff plots, which will be of significant for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soil and water erosion and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arameters of rainfall, runoff production and sediment production of each region under differen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from 2014 to 2016 and discussed the relative relation
between runoff and sediment production and differen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by
laying four kinds of runoff plots including the slope farmland, horizontal region, tree disks and
grazing b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rainfall intensity was greater 5mm/h，there would
be runoff production and soil erosion .The amount of runoff from big to small is horizontal region,
tree disks ,grazing ban, and farmland. The amount of sediment production from big to small is
horizontal region, grazing ban, tree disks , and farmland .The runoff and sediment production
amount of slope farmland plot is higher obviously than other plots under same rainfall conditions.
Therefore, the thre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contain runoff and
sediment, and the best measure is the horizontal region.
Key words: runoff plot ;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 runoff production; sediment production
［ ］

北京市山区面积大，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62%，水土流失潜在危险大 1 。水土流失是人
类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之一，土壤侵蚀的持续发生，不仅会造成当地土壤退化乃至土地资源
彻底遭到破坏，而且还会引起下游河道与湖泊的淤积，加剧洪水灾害的威胁。响潭水库是昌
［ ］
平区西部地区一处重要的水源地，水库上游是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 2 ，因此在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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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和研究尤其重要。对水土保持措施拦蓄径流泥沙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
［3］
水土保持规划、水土流失定量预报及各种水土保持措施的横向比较提供依据 。本研究以
北京市典型的水土保持措施为基础，以径流小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不同降雨条件下径流
小区的产流产沙特征，揭示不同措施减水减沙规律，以期为该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科
学的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昌平区南口镇响潭水库管理处内。该区土壤类型主要为褐土，土壤质地以轻
壤质为主，土层较薄，卵砾石含量高，肥力较低。该区土壤侵蚀以水蚀为主。气候类型属温
带大陆性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旱，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50.5mm，
其中 7、8、9 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80%。植被类型以暖温带落叶阔叶林、针叶林为主，
主 要 树 种 为 荆 条 （ Vitex negundo var.heterophylla ） 、 酸 枣 （ Ziziphus
jujuba Mill.var.spinosa (Bunge)Huex H.F.Chow）、黄栌（Cotinus coggygria）、山桃 （ Prunus
davidiana）、油松（Prunus tabuliformis）等。

2

研究方法

2.1 小区基本情况
2

响潭坡面径流场于 2006 年 7 月建成。共设置 4 个小区，长 10m，宽 5m，面积均为 50m 。
水土保持措施分别为坡耕地、水平条、树盘、封禁。坡耕地小区播种玉米，播种日期为 5
月 15 日，收获日期分别为 9 月底，整地方式为全面整地，播种方式为散播，耕作方式均为
横坡耕作，田间操作按照当地习惯进行，主要有翻地、整平、锄草、浇水等；水平条小区种
植丁香，株行距为 2m×2m；树盘小区种植碧桃，株行距为 2m×2m；封禁小区不进行田间操
作，处于自然荒置状态。
表 1 2014 年-2016 年各径流小区概况
小区

坡向

坡位

坡度

微地形特征

土壤

基岩种类

生物措施种类

植被盖度

坡耕地

西

坡脚

10°

低山丘陵区

褐色土

石灰岩

玉米

60%

水平条

西

坡脚

10°

低山丘陵区

褐色土

石灰岩

丁香

80%

树盘

西

坡脚

15°

低山丘陵区

褐色土

石灰岩

碧桃

80%

封禁

西

坡脚

25°

低山丘陵区

褐色土

石灰岩

杂草

95%

2.2 数据观测
降雨采用自记雨量计记录，降雨产流后及时到达取样现场检查各分（径）流桶存水情况，
达到取样量取水样。承水槽泥沙全部清扫收集干净，称重。取水样前均匀搅拌后量水深并记
录，每小区取 2 瓶 750ml 水样，对所取样品进行编号、测量、静置、过滤、烘干和称重正确
分析水样含沙量，从而计算出此次降雨径流量、产沙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2014-2016 年降雨特征及产流产沙情况
统计得出，2014 年研究区全年降雨量为 422.3mm，降雨量小于昌平区多年平均降雨量
507.0mm；2015 年研究区全年降雨量为 540．7mm，降雨量大于昌平区多年平均；2016 年研
究区全年降雨量为 783mm，降雨量大于昌平区多年平均。按照我国气象部门降雨强度分级标
准，即小雨为 12h 内雨量小于 5mm，或 24h 内雨量小于 10mm；中雨为 12h 内雨量为 5～14.9mm，
或 24h 内雨量为 10～24.9mm；大雨为 12h 内雨量为 15～29.9mm，或 24h 内雨量为 25～49.9mm；
暴雨为 12h 内雨量等于和大于 30mm，或 24h 雨量等于和大于 50mm。将每次降雨划分为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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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中雨和小雨（表 2）。可以得出响潭径流小区所在区域的降雨主要为中雨和小雨，大
雨和暴雨相对较少，2014 年大雨和暴雨次数仅占全年降雨次数的 8.3％，但是其降雨量却占
到全年降雨的 44.1％，2015 年大雨和暴雨次数仅占全年降雨次数的 4.1％，但降雨量占
40.9％，2016 年大雨和暴雨次数仅占全年降雨次数的 6.1％，但降雨量占 59％；同时，2014
年小雨占全年降雨次数的 80.6％，但其降雨量仅占全年的 29.5％，而 2015 年小雨次数占全
年降雨次数的 87.6％，降雨量仅占 36.6％，2016 年小雨次数占全年降雨次数的 71.2％，降
雨量仅占 13.2％。说明全年降雨等级较为常见的是小雨和中雨，降雨量主要来自于大雨、
暴雨以及中雨。从降雨强度分级可以看出，次降雨强度主要集中在＜10mm/h 范围内，2014
年降雨强度＜10mm/h 的降雨占全年降雨的 76.0％，而 2015 年降雨强度＜10mm/h 的降雨占
全年降雨的 81.9％,2016 年降雨强度＜10mm/h 的降雨占全年降雨的 86.1％。
表2

2014-2016 年响潭坡地径流场降雨及降雨强度分布情况
降雨分级

年份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降雨强度分级

项目
小雨

中雨

大雨

暴雨

<5

5～10

＞10

降雨次数/次

58

8

6

─

62

4

6

降雨量/mm

124.4

111.6

186.3

─

242.7

78.2

101.4

降雨次数/次

85

8

3

1

86

7

4

降雨量/mm

197.7

122

105.4

115.6

391.1

51.6

98

降雨次数/次

47

15

3

1

56

4

6

降雨量/mm

103.5

217.5

124.2

337.8

272.7

401.3

109

2014 年，4 个径流小区共产流 6 次，2015 年 6 次，2016 年 3 次。从表 3 产流的降雨来
看主要为大雨和中雨，其中降雨强度小于 5mm/h 的有 4 次降雨，处于 5～10mm/h 之间的有 4
次，大于 10mm/h 的降雨有 7 次。说明能产生径流和侵蚀的降雨主要为降雨强度大于 5mm/h
的降雨。
表3
产流时间

2014-2016 年响潭坡地径流场产生径流的次降雨基本情况

降雨量/mm

降雨等级

降雨强度/（mm﹒h-1）

2014-06-13

22.3

中雨

38.23

2014-06-19

43.3

大雨

3.74

2014-07-01

13.2

中雨

7.27

2014-07-16

32.3

大雨

2014-07-30

29.3

大雨

7.18

2014-09-01

25.3

大雨

10.47

2015-06-10

9.7

小雨

16.63

2015-07-17

36.3

大雨

4.59

2015-07-21

34.5

大雨

12.18

2015-07-22

34.6

大雨

10.38

2015-08-01

19.1

中雨

6.74

2015-09-04

115.6

暴雨

3.82

2016-07-19

337.8

暴雨

7.34

2016-07-23

35.1

大雨

2016-08-17

20.3

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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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46.8
1.17

3.2 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的小区在次降雨条件下的产流产沙分析
从表 4 可以看出，连续三年的 15 次降雨产流过程中，坡耕地的径流系数最大值是 0.977，
最小值是 0.033，平均值为 0.309；水平条的径流系数最大值是 0.059，最小值是 0.019，平
均值是 0.036；树盘的径流系数最大值是 0.504，最小值是 0.015，平均值是 0.079；封禁小
区的径流系数最大值是 0.178，最小值是 0.028，平均值是 0.069。由此可见，在同等条件
下，不同水保措施的平均径流系数依次为：坡耕地>树盘>封禁>水平条。坡耕地的径流系数
远远大于其他三种措施，最不利于保水保土。水平条的防蚀效果最好。
表 4 2014 年-2016 年次降雨过程中 4 个径流小区径流系数变化规律
径流小区径流系数
产流时间
坡耕地

水平条

树盘

封禁

2014-06-13

0.504

─

0.504

0.098

2014-06-19

0.286

0.025

0.015

0.041

2014-07-01

0.162

0.059

0.025

0.042

2014-07-16

0.383

0.019

0.026

0.047

2014-07-30

0.230

0.021

0.021

0.044

2014-09-01

0.310

0.051

0.015

0.087

2015-06-10

0.450

─

─

─

2015-07-17

0.077

0.034

0.015

0.046

2015-07-21

0.443

─

─

0.069

2015-07-22

0.977

─

─

─

2015-08-01

0.339

─

─

─

2015-09-04

0.033

─

─

0.062

2016-07-19

0.038

─

0.021

0.028

2016-07-23

0.242

0.023

0.061

0.081

2016-08-17

0.167

0.056

0.089

0.178

平均值

0.309

0.036

0.079

0.069

从表 5 得出：2014 年-2016 年响潭坡地径流场产生径流与侵蚀的降雨共有 15 次，这 15
次降雨总量为 808.7mm。坡耕地、水平条、树盘、封禁 4 个小区这 15 次降雨的径流深总量
分别为 143.77mm，7.57mm，25.60mm，36.53mm。说明 2014 年-2016 年间，4 种措施小区产
流总量大小关系是：坡耕地>封禁>树盘>水平条。坡耕地的产流总量明显高于其他三种小区，
是水平条小区的 18.9 倍，树盘小区的 5.6 倍，封禁小区的 3.9 倍。水平条措施对地表径流
有很好的拦蓄作用，其地表径流深仅为坡耕地的 5.26%。封禁小区由于坡度是 25°大于树盘
小区的 15°，减流效果差于树盘小区，特别是遇到暴雨时，拦蓄径流的效果明显差于树盘小
区。
通过表 5 还可以得出，在相同降雨条件下，4 种措施小区产沙总量大小关系是：坡耕地
>树盘>封禁>水平条。坡耕地小区产沙总量明显大于其他三种小区，是水平条小区的 223 倍，
树盘小区的 11.6 倍，封禁小区的 97.4 倍。水平条小区的产沙总量仅为坡耕地小区的 0.45%，
此小区不仅拦水效率高，而且拦沙的效益也很明显。封禁小区由于植被覆盖度较大，植物的
须根可以产生有机质作为土壤胶结剂，同时配合须根的穿插挤压和缠绕，从而提高土壤的抗
［ ］
侵蚀能力 4 ，减小了土壤流失量。所以此小区在 2014 年-2016 年间的总产沙量较小，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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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较好的保土效果。减沙效果较减流效果明显。
表5

2014 年-2016 年次降雨过程中 4 个径流小区的径流量、产沙量

降雨量

历 时

径流深/mm

产沙量/kg

/mm

/min

坡耕地

水平条

树盘

封禁

坡耕地

水平条

树盘

封禁

2014-06-13

22.3

35

11.228

─

11.228

2.188

5.826

─

0.073

0.023

2014-06-19

43.3

695

12.393

1.093

0.641

1.771

5.616

0.011

0.014

0.012

2014-07-01

13.2

109

2.139

0.783

0.331

0.557

1.140

0.012

0.009

0.007

2014-07-16

32.3

170

12.380

0.628

0.854

1.532

1.719

0.009

0.012

0.010

2014-07-30

29.3

245

6.725

0.623

0.623

1.301

6.633

0.018

0.016

0.018

2014-09-01

25.3

145

7.847

1.293

0.389

2.197

3.352

0.027

0.018

0.023

2015-06-10

9.7

35

4.365

─

─

─

4.016

─

─

─

2015-07-17

36.3

475

2.809

1.227

0.549

1.679

4.310

0.036

0.150

0.023

2015-07-21

34.5

170

15.268

─

─

2.386

2.363

─

─

0.019

2015-07-22

34.6

200

33.798

─

─

─

2.635

─

─

─

2015-08-01

19.1

170

6.474

─

─

─

2.414

─

─

─

2015-09-04

115.6

1815

3.800

─

─

7.190

1.834

─

─

0.059

2016-07-19

337.8

2760

12.675

─

7.025

9.285

5.348

─

3.289

0.294

2016-07-23

35.1

45

8.478

0.794

2.150

2.828

5.266

0.091

0.787

0.022

2016-08-17

20.3

1040

3.389

1.129

1.807

3.615

1.078

0.034

0.241

0.036

总量

808.7

8109

143.77

7.57

25.60

36.529

53.55

0.24

4.61

0.55

产流时间

4 结论
⑴研究区全年降雨等级较为常见的是小雨和中雨，降雨量主要来自于大雨、暴雨以及中
雨。从降雨强度分级可以看出，次降雨强度主要集中在＜10mm/h 范围内。能产生径流和侵
蚀的降雨主要为降雨强度大于 5mm/h 的降雨。
⑵在连续三年的 15 次降雨产流过程中，坡耕地的径流系数平均值为 0.309；水平条的
径流系数平均值是 0.036；树盘的径流系数平均值是 0.079；封禁小区的径流系数平均值是
0.069。由此，说明水保措施可对降雨径流发挥良好的拦蓄作用。
⑶2014 年-2016 年间，4 种措施小区产流总量大小关系是：坡耕地>封禁>树盘>水平条。
坡耕地的产流总量是水平条小区的 18.9 倍，树盘小区的 5.6 倍，封禁小区的 3.9 倍。产沙
总量大小关系是：坡耕地>树盘>封禁>水平条。坡耕地小区产沙总量是水平条小区的 223 倍，
树盘小区的 11.6 倍，封禁小区的 97.4 倍。说明与坡耕地相比，水土保持措施小区能够有效
的拦蓄径流泥沙，而在 3 种水土保持措施小区中，水平条小区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水土保持措
施，不仅拦水效率高，拦沙的效益也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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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VLP-16光達感測器進行高精度3D環景影像之可行性評
估
蕭宇伸1，〔1〕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副教授
林彥均2，〔2〕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研究生
吳鎮宇2，〔2〕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研究生

摘

要

本研究利用低價位 Velodyne VLP-16 光達感測器(以下簡稱 VLP-16)來建置構造物之
高精度 3D 環景影像。以靜態傳統地面光達進行測量，空間解析度高、量測範圍廣、點
雲精度佳，但掃描易受限於光達系統昂貴的價格與不同測站點雲資料結合等問題，取得
上較困難；若是以動態光達系統進行測量，在未搭載任何(GPS/GNSS)、慣性測量單元
(IMU)等裝置下，由於相鄰雷射線間隔大，目標物形狀也較難清楚呈現，無法建置完整
點雲模型，而 VLP-16 相關外加裝置在價格上也不便宜，所以本研究以 VLP-16 儀器本
身為研究主軸，嘗試發展出一套新的掃描與建模方式，希望藉由相關輔助工具來完成高
精度 3D 環景影像。
本團隊將 VLP-16 架設於相機腳架並放置於可自動且緩慢升降之機械平台來增加空
間解析度以完成三維空間點雲模型，利用此方式可以達到穩定且緩慢上升的效益，並且
能增加掃描範圍與點雲密度，而在設備的花費上相較於傳統地面光達、動態掃描系統而
言，本團隊的技術具有很大的經濟性。研究區域以構造物為主，由於涵蓋範圍小、特徵
點明顯等因素、本研究以國立中興大學小禮堂、空間資訊應用研究室作為研究區域。
本研究以自行開發之程式處理點雲資料，將 VLP-16 隨時間改變之高程值根據儀器
所記錄之點雲時間，以內插方式來修正點雲高程值；且能夠根據使用者需求進行不同點
雲資料的輸出，包括強度、雷射線名稱、方位角、距離、時間以及垂直角等。本團隊還
能針對特定範圍內的強度值進行線性對比拉伸方式，此方法可以針對特定強度目標物選
擇其強度範圍作增揚。VLP-16 相關結果將與 Trimble TX8、RIEGL VZ-1000 相關結果進
行比較，分析項目包括空間解析度、點雲精度、實用性等。
本研究使用 Trimble R8s GNSS 系統取得之地面控制點來進行點雲模型檢核，並選
取區域內特徵物進行量測。由於以人為方式辨識點雲所造成之誤差遠大於其他因子的影
響，在遠距離處由於點雲密度較低，特徵物點雲較難辨識；而在近距離處雖然點雲密度
高，但人為辨識選點所造成的影響程度也越大。
利用本技術來進行掃描，近距離處每立方公分最高可達 114 筆點雲資料，應用於短
距離、小範圍區域掃描將會有良好的建模效益，例如:室內建模、隧道掃描等，期望藉
由此遙感探測技術，來評估低價微型光達應用於 3D 建模之可行性，並對水土保持構造
物與環境監測作出貢獻。
關鍵字：VLP-16光達感測器，3D環景，遙感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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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相關輔助建模工具
圖2 VLP-16環景點雲影像(小禮堂)

圖3 VLP-16環景點雲影像(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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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牛埔農塘泥岩環境與地景優化規劃
洪政義[1]
摘

要

黃博暉[2]*

牛埔農塘泥岩地區位於西南部泥岩地區，對河川、地面逕流及降雨等沖蝕，其抵抗能

力較為薄弱，易形成邊坡崩塌裸露及泥流等地質災害。水土保持局自民國 87 年起，採用生態工
法，進行土壩及土堤的設置、裸露坡面植生等水土保持工作，並於 92 年成立「牛埔泥岩水土保
持教學園區」，在地景及水土保持教育上皆有極高的價值，目前已成為南部水土保持參訪重要地
區。為擴大相關水土保持之推動，就牛埔農塘泥岩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及其周遭環境現況進行規劃
及改善，提昇為國際化之教學場域，透過農塘清淤、棲地環境營造改善及園區基礎環境改善，強
化園區生態景觀質量。…
關鍵詞：牛埔農塘、泥岩、優化。

Beautification Project of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for
Mudstone of Nioupu Pond
Zheng-Yi Hong [1]

Bo-Hui Huang [2]*

ABSTRACT Mudstone area of Nioupu agricultural pond is located in the mudstone area of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taiwan. Therefore, it is weak in resistance to rivers, surface
runoff and rainfall.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using the ecological method,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such as the setting of earth dams and earth
embankments since 1998. In 2003, the " Nioupu Mudston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eaching Park" was established. It has high value in both landscape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ducation.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rea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south. In order to expand the promotion of relate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outdoor classrooms and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the mud
and soil conservation of the Nioupu agricultural pond is planned and improved, and it is
promoted to an international teaching field.Through dredging of agricultural ponds,
improvement of habitat environ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basic environment of the park.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landscape quality of the park. …
Key Words: Nioupu agricultural pond, Mudstone, Beautification .

〔1〕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秘書
Secretary, Tainan Bureau,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2〕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正工程師（*通訊作者 E-mail: hbh@mail.swcb.gov.tw）
Engineer, Tainan Bureau,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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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向陽森林遊樂區之事件型山崩潛感分析
許中立1*，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教授(mail:clhsu@mail.npust.edu.tw)
李哲宇2，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碩士生
陳淑慈3，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生

摘

要

山崩潛感分析雖已有很多研究成果被提出，但甚少針對獨立事件型而將降雨特性融
入其中加以探討論者，因此本文乃以臺灣南橫公路近中點的向陽森林遊樂區為例，依地
理資訊系統的篩選分析技術再結合羅吉斯迴歸模型建立方法，探討本區的促崩因素並而
得到潛感圖資，經比較實際崩塌情形結果尚能符合現況，將可提供日後管理機關開發利
用時的參考。
關鍵字：向陽森林遊樂區、山崩潛感分析、地理資訊系統、降雨。

Analysis of Event-type Potential Landslide at Xiangyang Forest
Recreation Area in Taitung County
Chung-Li Hsu1*, Professor, Dep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mail:clhsu@mail.npust.edu.tw)
Zhe-Yu Lee 2, Master Student, Dep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
3
Shu-Tzu Chen , Doctoral Student,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

Abstract
Although many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proposed for potential landslide analysis, but
few of them are independent cases of the event-type and incorporate rainfall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discuss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Xiangyang Forest Recreation Area near
the midpoint of Taiwan's Southern Transverse Highway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screening analysis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ccretion factor in this area and obtains the
potential map. The results are still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future management agencies.
Key Words: Xiangyang Forest Recreation Area, potential landslide analys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rainfall.

前言
本研究之研究區域為林務局轄管之向陽森林遊樂區，為位處台灣南橫公路中點的重
要森林資源之一，近年來道路邊坡因自然災害導致交通中斷，其中又以 2009 年 8 月莫
拉克颱風最為嚴重。本研究選擇此遊樂區作為預測模型之範圍，利用羅吉斯迴歸進行山
崩潛勢分析，以山崩發生與否當作應變數，崩塌發生定義為「1」
，崩塌未發生定義為「
0」
，且自變數可為連續變數或類別變數，連續變數的觀測值為連續，則屬於可量化之數
值因子(如：坡度、總雨量及最大降雨強度等因子)，能較精確地呈現出因子的特性，而
類別變數的觀測值為不連續，因此屬於無法量化之因子，根據其級距、性質或類別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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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類(如：岩性)。並嘗試加入颱風事件之最大時雨量及總雨量作為促崩因子，以多變
量統計分析方法中的羅吉斯迴歸模型進行山崩潛勢分析，利用觸發邊坡崩塌最直接的誘
因：降雨為代表因素，針對豪雨與崩塌之關係進行探究，建立事件型山崩潛感模式。

研究方法與材料
1.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据之羅吉斯迴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為對數線性模型中的一種
特殊形式(Feinberg, 1985；Agresti, 2002)，其多變量模式係透過統計歸納方式獲致具有
鑑別山崩與非山崩的經驗式，對於因子迴歸係數之決定亦具有相當程度之鑑別優勢。當
對數線性模型中的一個二元變數被當作應變數並定義為一系列自變數的函數時，對數線
性模型就變成羅吉斯迴歸模型。
本研究將潛勢值分為四個等級:低崩塌潛勢、中潛勢崩塌、中高潛勢崩塌、高潛勢
崩塌；其潛勢值之條件機率範圍分別為: 0~0.25、0.25~0.5、0.5~0.75、0.75~0.99，研究
區內各網格之不同山崩潛勢值之等級計算出後，即可繪製出山崩潛勢圖。
2.研究材料
影響崩塌地之潛因可區分為地形因子、地質因子等相關因子。但實際上當崩塌發生
時，往往是數種因子所構成的，各因子間影響的比重亦不相同。所以在對大面積的集水
區進行崩塌地進行研究時，往往需要選定若干因子，如坡度、降雨、高程等作為主要分
析的因子。本研究利用數值地形(DTM)、衛星影像等資料萃取環境指標，並參考相關文
獻，依各相關因子資料進行統計，構建判別分析模型，探究集水區環境指標與崩塌發生
的關係，並繪製山崩潛勢圖。
3.颱風事件
降雨為引致山坡地崩塌的主要促發因子之一，因此面對山坡地地質敏感區由降雨量
評估崩塌之潛勢高低，為現階段崩塌預警的重要指標。其中 2009 年的莫拉克颱風於中
南部及東部山區累積降雨量，更是佔該站雨量站全年雨量 70％以上，並造成大規模與
大範圍的坡地土砂災害。故選擇 2013 年有在台東降下豪雨的天兔颱風以及 2014 年在台
東縣長濱登陸的麥德姆颱風做為預測分析模型之比較。
表1 颱風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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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所計算 P 值崩塌發生機率視為崩塌潛感值，各迴歸式係數值詳見表 3 當迴
歸係數為正值時，代表該因子會增加該研究區域崩塌潛勢；而迴歸係數為負值時，代表
該因子會降低其崩塌潛勢，然而當因子在迴歸式中顯著性低時，代表此因子不能有效判
別山崩與否，在建模過程羅吉斯迴歸將其自動剔除。由迴歸式中的迴歸式係數值也可知
道地文因子、岩性、總雨量、最大時雨量及一日降雨強度佔了大部分的權重，說明了這
些因子在台 20 線道路周遭之山崩潛感分析可視為重要因子。
由羅吉斯函數求得全區的山崩潛感值 P，此值代表該網格計算出的山崩潛感值，其
值域介於 0 到 1 之間，以各颱風崩塌資料進行驗證時，羅吉斯迴歸一般以 0.5 作為崩與
不崩之分界，即潛感值若大於 0.5，則表示預估為山崩；反之，則表示預估為非山崩。
表2 各颱風事件山崩潛感分析羅吉斯迴歸模型因子係數值
颱風事件
因子(係數)

2009年莫拉克颱風

2013年天兔颱風

2014年麥德姆颱風

高程 (

-0.001

-0.001

0

坡級 (

0.329

0.105

0.109

坡向 (

0

0

0

岩性 (

0

0

0.703

地形粗糙度 (

0

0.042

0.050

坡度粗糙度 (

0

0.019

-0.011

地形曲率 (

-0.1

0

-0.083

道路距 (

0.003

0

0.001

水系距 (

0.001

0.001

0

總雨量 (

0

0

0.056

最大時雨量 (

-0.028

-0.086

0

一日降雨強度 (

-0.233

-0.413

0.291

山崩最主要的原因是山坡上的岩石或土壤吸收了大量的水（比如由於暴雨或者融冰
），導致岩石或土壤內部的摩擦力降低，土壤或岩石喪失其穩固性下滑。而地形間高程
的起伏與坡度的變化，都是影響崩塌的因素，在本研究中岩性、坡級、最大時雨量、一
日降雨強度與崩塌有相當的影響。
表3 向陽測站各颱風事件之雨量比較
總雨量(mm)

最大時雨量(mm)

平均降雨強度(mm/hr)

莫拉克

1426.5

78

34.17

天兔

789

41.5

22.67

麥德姆

427.5

26.5

10.15

造成莫拉克颱風主要的影響變數為一日降雨強度，推估是向陽測站於莫拉克事件期
間所測得之總雨量為 1426.5mm，大部分的降雨多集中在 8/8~8/9 這段期間，其中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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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累積降雨量就有 820mm，超過總雨量一半且最大時雨量為 78mm，本研究的數據
表示莫拉克在向陽測站的平均降雨強度約為 34.17mm/hr，遠高於其他兩個颱風事件之
最大降雨強度，所以推測莫拉克颱風造成之崩塌的因素是短時間降下豪大雨所致。
天兔颱風方面，由於莫拉克颱風事件過後，造成多處崩塌，使地表明顯的起伏，坡
度的變化較為顯著，故地形變化對於崩塌的影響較為明顯，再加上天兔颱風暴風圈的範
圍高達 120 公里，且颱風結構完整挾帶的風雨量大，當暴風掠過台灣時，因為鋒面影響
，台東為迎風面而首當其衝，且山脈阻攔大部分水氣，使水氣集中在臺東東部，造成局
部性大雨，所以颱風來臨時集中降雨所造成的降雨強度為影響山崩的主要關鍵。
麥德姆颱風的降雨型式為短暫陣雨，加上受到地形影響颱風移動的速度，各地風雨
會逐漸加劇，出現超大豪雨以上的降雨，導致地下水位上深，造成山坡滑動，加上向陽
地區原始岩層為泥岩岩層經變質成千枚岩，劈理面甚發達，由於砂、泥岩組成顆粒細，
遇水後岩層軟化，易造成岩體滑動與崩塌，故短時間降下的豪大雨造成土壤飽和宣洩不
及是造成崩塌的主因，且研究區的崩塌處多為五、六級以上的坡級，坡度大於 55％以
上，使坡面崩塌僅些需水文因子即能觸發崩塌。
其餘造成崩塌的原因可能來自於邊坡修建公路時，會破壞邊坡原有之結構，雖有設
置穩定邊坡之工程、設施，但長期於道路上方行駛之車輛載重會對邊坡穩定產生影響，
因而造成道路下邊坡常有坍塌情形發生。而溪流河水對河道兩岸的沖刷及不斷地掏刷坡
趾，也會促使崩塌的產生，故本研究中道路距離與水系距離都會對崩塌造成影響。
本研究以羅吉斯迴歸建立三個颱風事件的山崩潛感模型經過驗正程序後，繪製三個
颱風事件的山崩潛感圖，再經過篩選後得到山崩潛感圖得知向陽地區的中高潛勢大部分
皆發生於試驗區的東方及東北方，此地區皆為五至六級坡，坡度越陡，潛勢值愈大，而
經高嘉隆學者於 2003 年指出，若坡度大於 55％以上，當坡度愈陡，土石塊體往位能相
對低處移動之潛勢也愈高，加上斜坡未經適當的保護，將可能發生塊體移動。此結果與
2015 年的福衛二號衛星影像圖資比對，實際的崩塌區位多位於中高潛感區域，顯示分
析的可靠性頗高，而未崩的區域則可能是後續要再持續關注的部份。

圖1 羅吉斯迴歸山崩潛感分析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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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流域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修正之研究
張郡庭[1] *
摘

要

李錦育[1]

陳金諾[2]

台灣河川之流量及懸浮載濃度觀測受限於河川坡度陡峻、沖淤嚴重、河道豐枯流量

懸殊等天然環境之影響，且台灣河川高流量都發生在颱風豪雨期間觀測不易，造成高流量資料
非常缺乏，觀測資料多為中低流量所測得。由觀測資料所建立之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應用於
高流量時，常因外插造成輸砂量高估或低估。本研究以高屏溪流域為研究對象，應用地文性土
壤沖淤模式模擬演算颱洪期間流域內主支流之流量及輸砂量，建立流域內各水文站流量-輸砂量
率定曲線，並與水文站實測資料所建立之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比較，以探討高流量時之流量輸砂量定曲線之外插影響，並依據模式模擬演算結果修正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研究結果顯
示，應用修正之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可合理推估高流量之輸砂量，故修正後之率定曲線可合理
推估河道輸砂量及集水區產砂量，可做為治災防洪規劃設計參考之依據。

關鍵詞：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地文性土壤沖淤模式、流量、輸砂量。

Correction of discharge-sediment transport rate rating curve rating
curve in Kaopi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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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ams in Taiwan are characterized by steep longitudinal slope, severe scour and
deposition,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and great variations in stream-flow discharge between dry
and wet periods affect measured data of hydrological gauge stations caused the observation error is
relatively increased. The flooding flow occur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yphoon and heavy rainfall,
consequently the observation is not easy and the data is very scarce.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in this
study is Kao-Ping River basin. A physiographic soil erosion–deposit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simulate discharge hydrograph and suspended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caused by different typhoon and
storm events. The results were established the discharge-sediment transport rate rating curves for each
hydrological station in the basin,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observation. This is to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extrapolation of discharge-sediment rating curve cause of error at high discharge
and the discharge-sediment transport rate rating curves were corrected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t high discharge. The corrected rate rating curve was applied to reasonably estimate the high
discharge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and furthermore reasonably estimate the sediment transport and
sediment yield in the river basin. The results from the study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ing
units in drafting sediment and flood disaster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watershed management.
Key Words : Discharge-sediment transport rate rating curve, Physiographic soil erosion-de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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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颱風及豪雨帶來高強度的降雨，加上台灣特殊的地質條件與陡峭的坡度，經常造成坡面崩塌與土壤沖蝕，集
水區因沖蝕產生之土砂隨逕流進入河道，成為河道泥砂的主要來源。目前集水區產砂量之推估為應用水文站實測
的流量及含砂濃度之觀測資料，所建立之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進行推估。流量-輸砂量定曲線係依據實測流量與
含砂濃度的觀測資料，以冪次函數表示所建立，即可經由觀測之流量紀錄推估輸砂量。
高流量多伴隨高輸砂量，因此高流量之颱洪事件對於集水區的輸砂影響重大(林孟龍等，1999；水利署，2014)。
台灣高流量多發生在颱風豪雨期間，颱洪期間觀測不易(張力文等，2016)，造成高流量之輸砂資料缺乏，故採用
中低流量之數據所得之率定曲線，會導致輸砂量低估的情形(Dadson et al., 2004；吳沛恩，2018)。因此，本研究以
高屏溪流域作為研究對象，應用地文性土壤沖淤模式(Physiographic Soil Erosion-Deposition Model，PSED Model)
模擬演算颱洪期間流域內主支流之流量及輸砂量，建立流域內各水文站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Q-Qs rating curve)，
並與水文站實測資料進行比較，進而修正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區域
高屏溪流域位於臺灣西南部地區，因其正好分隔高雄市與屏東縣，故而得名。高屏溪發源於中央山脈玉山附
近，其由主流高屏溪及支流荖濃溪(含濁口溪)、旗山溪(含美濃溪)與隘寮溪匯集而成，流經高雄市與屏東縣，於林
園鄉注入台灣海峽，全長約 171 公里，流域面積約 3,257 平方公里，為全台第一大河、次長之河川，高屏溪流域
內之水系如圖 1 所示。

圖 1 高屏溪水系圖
Fig.1 The river system in Kao-Ping river basin

2. 數值模式與計算格網之建置
地文性土壤沖淤模式係依據集水區地形地貌及水系，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將集水區自動劃分為若干格區，這些
格區分成坡地格區與河流格區，而各格區內之水文、地文資料，亦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分析運算而得。模式分成水
流演算與土壤沖淤演算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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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流演算
水流演算主要是演算降雨逕流在集水區之傳播過程，可依據每一格區之水流連續方程式及流量律演
算。水流連續方程式為 (Chen et al., 2006)：
Ai

∂hi
= ∑ Qi ,k (hi , hk ) + Pei (t )
k
∂t

(1)

t 為時間； Ai 為 i 格區之面積； hi 、 hk 分別為 i 格區與 k 格區之水位； Qi ,k 為由與 i 格區相鄰之 k 格區流入 i
格區之流量； Pei 為 i 格區每秒之有效降雨體積。
(2) 土壤沖淤演算
集水區之土壤沖淤演算，主要以懸浮載連續方程式、底床變動連續方程式及底床載輸運公式等，演算
各格區之泥砂輸運率及底床沖淤演變。以任一格區 而言，懸浮載連續方程式及底床變動連續方程式分別為：

∑Q

∂Vsi
=
∂t

SCi , k

+ Qsei

Qsdi + RDTi

(2)

k

(1 − λ ) ∂Vdi
∂t

= ∑ QSBi ,k − Qsei + Qsdi − RDTi

(3)

k

以上式中，Vsi 為 i 格區水體中懸浮之泥砂體積( = Ai × Di × Ci ，C 為懸浮載體積濃度)； λ 為孔隙率；Vdi 為 i 格
區沖積層體積； QSCi ,k 、 QSBi ,k 分別為由與 i 格區相鄰之 k 格區流入 i 格區之懸浮載流量與底床載流量； RDTi 為
i 格區降雨分離率； Qsei 為 i 格區地表土壤與河道底床之捲增率； Qsdi 為 i 格區底床之沉降率。
(3) 數值方法
利用顯式差分法，以 i 格區為例，可將(1)式差分化為：
m+1
i

h

 ∑ Qm + Pm 

i ,k
ei 
 ⋅ ∆t
=h + k
Ai
m
i

(4)

式中，上標 m 表示 tm 時刻之已知物理量；上標 m + 1 表示 t m +1 時刻之未知格區水位； ∆t 為演算時距。相鄰格
區間之流量 Qi ,k 與格區水位 hi 、 hk 之函數關係，由流量律公式(曼寧公式或堰流公式)表示。
懸浮載體積濃度和底床變動演算，對於任一格區 i 而言，以顯式差分法，可將(2)式差分化為：

C

m +1
i

 ∑ Qm + Qm − Qm + Rm 

SC i ,k
sei
sdi
DTi 
k
 ⋅ Dt
=
m +1
Ai Di

(5)

相鄰格區間之懸浮載流量 QSCi ,k 可由 Qi ,k 之流向決定，若水流由 k 格區流進 i 格區則 QSCi ,k = Qi ,k × Ck ；若
水流由 i 格區流進 k 格區，則 QSCi ,k = − Qi ,k × Ci 。
同理，(3)式可差分化為：

 ∑ Qm + Qm − Qm − Rm 

SBi ,k
sei
sdi
DTi 
 ⋅ Dt
Dzi =  k
Ai (1 − λ )
zim+1 = zim + ∆zi

(6)
(7)

∆z i 即為 i 格區之底床變動量，正值表示格區發生淤積；負值表示格區發生沖刷。
依據高屏溪流域之數值高程資料、河道測量資料、數化之土壤圖、土地利用圖等集水區相關之地文資

料進行計算格網劃分，研究區域之格網劃分如圖 2 所示，共 17,635 個格區，其中坡地格區 13,754 格；河流
格區 3,881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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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雨量資料
雨量資料採用研究區域內中央氣象局雨量站共 28 站，並以徐昇多邊形法，劃分各雨量站之控制面積如
圖 3 所示，再以各雨量站之颱洪事件降雨作為模擬演算之降雨條件。研究選取近年所發生之較大颱風暴雨
事件做為演算案例，分別有 2009 年莫拉克颱風、2010 年凡那比颱風、2012 年天秤颱風與 2014 年麥德姆颱
風，共計 4 場颱洪。而模擬演算之下游邊界條件為中央氣象局設置於研究範圍內的東港潮位站，採用其颱
洪期間觀測之潮位歷線資料。

圖 2 高屏溪流域計算格網
Fig.2 The computed cells in Kao-Ping river basin

圖 3 高屏溪流域徐昇多邊形網
Fig.3 Effective area for precipitation gauging stations in
Kao-Ping river basin

3. 率定曲線之建立
目前台灣河道之輸砂量多以率定曲線進行推估，其中率定曲線法中又以乘冪迴歸式較為普遍(林孟龍，2002)，
故本研究採用此法，如式(8)：
(8)
Qs＝α × Q β
式中， Q 為流量(cms)； Qs 為輸砂量(m3/sec)； α 、 β 為經驗係數。
將流量 Q 與輸砂量 Qs 繪製於雙對數座標軸上，然後其進行迴歸分析，即可繪製出流量-輸砂量率定曲線，其
中 Q 值可由觀測值代入。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 2009 年莫拉克颱風期間之降雨事件作為模式驗證之案例，將流量歷線模擬結果與實測流量資料相比
較，驗證模式模擬演算之合理性。依據水利署第七河川局之高屏溪流域各水文觀測之流量及懸浮載濃度觀測資料
(1999 至 2017)，建立各水文站實測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以驗證模擬演算的結果。進一步依據 4 場颱洪之演算
結果，修正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

1. 流量歷線模擬比較
為驗證由地文性土壤沖淤模式模擬之高屏溪集水區之逕流歷線及懸浮載輸運率之合理性，本文以 2009 年莫拉
克(Morakot)颱風進行逕流歷線與懸浮載濃度歷線之模擬演算，並將模擬之逕流歷線與懸浮載濃度歷線與各水文站
實測之流量歷線與輸砂量進行比較。以旗山溪、荖濃溪及隘寮溪匯流後之高屏溪下游里嶺大橋水文站之觀測流量
歷線與模式演算結果進行比較，其結果如圖 4 所示。由圖可知，模擬之逕流歷線與現場觀測之流量歷線之洪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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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刻相近且歷線形狀大致相符，表示模式可合理模擬降雨逕流。

圖 4 莫拉克期間里嶺大橋模擬與觀測流量之比較
Fig.4 Simulated and observed discharge during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at Lilin
bridge station
應用高屏溪流域之主要支流下游之水文站(泥砂觀測站)歷年之流量及懸浮載觀測資料建立各水文站之流量及
輸砂量關係，並依此作為本模式懸浮載濃度歷線驗證之依據。將 2009 年莫拉克(Morakot)颱風所模擬之流量與懸浮
載輸運率演算結果，分別點繪於里嶺大橋站、三地門站、杉林大橋站與大津橋站實測之流量—輸砂量關係圖中，
如圖 5 至圖 9，分析得到之迴歸式與相關係數如表 1 所示。圖中之點為歷年實測資料，實線代表各水文站之流量—
輸砂量迴歸關係式。由圖可知，所模擬之流量—輸砂量關係，在實測資料範圍內，模擬結果吻合。

圖 5 里嶺大橋站實測與模擬流量–輸砂量比較
Fig.5 Comparis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 discharge and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at Lilin bridge station

圖 6 三地門站實測與模擬流量–輸砂量比較
Fig.6 Comparis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 discharge and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at Sandimen bridg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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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六龜站實測與模擬流量–輸砂量比較
Fig.7 Comparis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 discharge and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at Liou-Guei station

圖 8 杉林大橋站實測與模擬流量–輸砂量比較
Fig.8 Comparis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 discharge and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at Shan-Lin bridge station

圖 9 大津橋站實測與模擬流量–輸砂量比較
Fig.9 Comparis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 discharge and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at Da-Jin bridge station

2. 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之修正
由各水文站之流量及輸砂量觀測資料顯示，實測懸浮載濃度所對應之流量紀錄所得之流量多為中低流量，而
水位流量觀測之高流量紀錄遠高於浮載濃度所對應之流量紀錄，因此高流量並無對應實測懸浮載濃度，以中低流
量之實測流量及輸砂量所建立之率定曲線推估高流量之輸砂量，易造成輸砂量的誤差，因此本文應用地文性土壤
沖淤模式模擬演算颱洪期間之流量及輸砂量，進而修正並延伸高流量之流量及輸砂量率定曲線。
本研究以 4 場颱洪事件進行流量、輸砂量模擬演算，將模擬演算結果與實測流量輸砂量進行比較，進而修正
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修正之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如圖 10 至圖 14 及表 1 所示。由圖 10 至圖 14 顯示，模式模
擬各水文站之流量及輸砂量結果亦屬合理且修正後之率定曲線可合理推估高流量之輸砂量，故可以合理推估集水
區產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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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里嶺大橋站修正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
Fig10 Correction of discharge-sediment transport rate rating curve at Lilin bridge station

圖 12 六龜站修站修正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
Fig12 Correction of discharge-sediment transport rate
rating curve at Liou-Guei station

圖 11 三地門站修正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
Fig.11 Correction of discharge-sediment transport rate
rating curve at San-Di-Men station

圖 13 杉林大橋站修正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
Fig.13 Correction of discharge-sediment transport rate
rating curve at Shan-Lin bridge station

圖 14 大津橋站修正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
Fig.14 Correction of discharge-sediment transport rate rating curve at Da-Jin bridg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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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屏溪流域各水文站修正前後之流量－輸砂量關係式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equations of observed and simulated of the discharge-sediment transport rate rating curve at hydrological stations in Kaoping river Basin

站名
里嶺大橋

修正前
迴歸公式
Qs = 3.955 × 10

−5

×Q

修正後
相關係數

1.2976

2

R = 0.6707

迴歸公式
Qs = 4.952 × 10 × Q
-6

相關係數
1.7406

R 2 = 0.9111

三地門

Qs = 0.0003 × Q1.0492

R 2 = 0.6693

Qs = 1.141 × 10 -5 Q1.6851

R 2 = 0.8652

六龜

Qs = 0.0003 × Q 0.8814

R 2 = 0.5131

Q s = 3.905 × 10 -7 Q 2.1268

R 2 = 0.9053

杉林大橋

Qs = 0.0003 × Q 0.8787

R 2 = 0.5308

Qs = 1.612 × 10 -6 Q1.9311

R 2 = 0.8845

大津橋

Qs = 0.0003 × Q 0.9155

R 2 = 0.5869

Q s = 2.673 × 10 -6 Q1.9757

R 2 = 0.9110

四、結論
由莫拉克颱風之流量結果可知，模式模擬之流量在歷線的形狀、洪峰發生的時間與洪峰流量，都與實測之流
量歷線相當接近，各水文站所模擬之流量—輸砂量關係，亦在實測資料範圍內，模擬結果吻合，顯示模式可合理
的模擬流域內之流量歷線與懸浮載輸砂量。以 4 場颱洪事件所模擬之流量與輸砂量進行流域內各水文站流量—輸
砂量率定曲線之建立，並與水文站實測資料所建立之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比較，進而探討高流量時之流量—輸
砂量定曲線之外插影響，並依據模式模擬演算結果修正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並延伸高流量之流量—輸砂量率定
曲線。應用修正之流量-輸砂量率定曲線可合理推估高流量之輸砂量，故修正後之率定曲線可合理推估河道輸砂量
及集水區產砂量，可做為治災防洪規劃設計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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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ffairs (2014). Long-Term measurement of sediment transport and density current simulation in Shihman Reservoir(2/2),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Institut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
Taichung ,Taiwan, 6-7.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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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coops3D 進行潛在大規模崩塌區之邊坡穩定分析
蔣季翰[1]、諸予涵[2]、黃敏郎[3]、林瑞仁[4]、洪政義[5]
摘

要 別於以往二度空間之邊坡穩定分析，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近年發展之邊坡穩定評估軟體

Scoops3D，是透過數值高程模型計算三度空間中每一網格的穩定性，因此可用來評估複雜的地文及水文邊坡。
本研究以屏東縣霧台鄉阿禮村 D082 大規模崩塌區為對象，利用 Scoops3D 進行三度空間之邊坡穩定分析，透
過建置三維地層、地下水等資料，使用極限平衡法以網格為單元計算可能破壞面，並計算取得安全係數最小
值的面(滑動面)。計算結果顯示，本區相對安全係數較低的區域，其分布與曾發生崩塌的區域相符，套繪地表
崩崖及陷落的資料進行比對，也顯示地表崩崖及陷落位置與三維邊坡分析結果相近。此結果顯示 Scoops3D 可
應用於潛在大規模崩塌區之滑動分區劃分。
關鍵字：邊坡穩定分析、大規模崩塌區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of potential deep-seated landslide areas
using Scoops3D
Chiang, Chi-Han [1], Chu,Yu-Han [2], Huang, Min-Lang [3], Lin, Ruei-Ren[4] , Hung, Cheng-I[5]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2D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the Scoops3D, a slope stability evaluation
software developed by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in recent years, calculates the stability of each grid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through the numerical elevation model, so it is available to assess complex geography and
hydrological slopes. This study takes the deep-seated landslide areas of D082 in Ali Village, Wutai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and uses Scoops3D to analyze the slope stability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By constructing
three-dimensional strata and groundwater, the limit equilibrium method is used to the unit calculation may destroy the
surface and calculate the surface (sliding surface) at which the minimum safety factor is obtain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rea with low relative safety factor in the are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rea where the collapse
occurred, and the data of the surface collapse and subsidence are compared. It also shows the surface cliff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collapse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slope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similar. This result shows that
Scoops3D can be applied to the sliding partition division of potential deep-seated landslide areas.
Keywords：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deep-seated landslide areas

前言
屏東縣霧台鄉阿禮村 D082 大規模崩塌區(圖 1)，在莫拉克颱風降下近 2200mm 的雨量後造成部落
的地質災害，部落內受到深層崩塌的影響而發生地表張裂、沉陷等位移。欲瞭解崩塌地的可能滑動範
圍以及推估崩塌深度的方式，一般採重力法、鏡面法透過回歸統計之公式計算可能的滑動範圍及崩塌
深度。近年來(2015)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公開發表利用以三維數值地形建構整體山體邊坡地形的方
式進行邊坡的破壞計算，並可由計算結果套繪於 Arc gis 展示坡面上整體的相對安全係數數值，使用者
可透過安全係數的數值分布來判斷崩塌滑動的可能範圍，亦可計算滑崩後的崩塌量體積以及可能滑動
面的斜面積，藉以達到整體邊坡的相對脆弱區域分布。
阿禮部落屬於屏東縣原住民鄉鎮區，區內坡度陡峭且因以往人們於山區居住而開闢道路，影響整
體邊坡的穩定性，除了人為擾動改變了山坡地地形的自然形勢之外，其本研究區域的地質條件不佳，
透過鑽探岩芯的判釋本區域在地表下約 25~40 公尺不等的區域為舊崩積層，而以下則為破碎的板岩。
經基地地質調查結果顯示，岩層位態於此區也有順向坡的特徵，以導致在莫拉克颱風降下的雨量讓阿
禮部落受到嚴重的崩塌、地滑災害。而坡面崩積土凝聚力低，易受到地表逕流沖蝕而發生崩崖沉陷，
使得本研究區內存有蝕坑溝沖蝕，導致小區域零星的滑動邊坡。依據現地調查結果，本區主要之地質
弱面為岩層之節理面及板岩劈理面，其中板岩劈理面主要之位態為N54oE/45oS，而節理面位態主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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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4oW/63oN，而此兩組不連續面與本計畫之坡向(向東)，易形成楔型破壞，此為本基地崩塌發育之潛
因。而依據本計畫各區岩體露頭位置進行全區及分區之大圓分析結果如圖 3。

圖 1、屏東縣霧台鄉阿禮村 D082 大規模崩塌區位置圖
Fig.1 Location map of large-scale landslide area of D082, Ali Village, Wutai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阿禮部落
大規模崩塌位置

圖 2、屏東縣霧台鄉阿禮村 D082 大規模崩塌區鄰近環境地質概況圖

254

3
2019 年海峽兩岸水土保持學術研討會
Fig.2 Environmental Geology Overview of the large scale landslide od D082, Ali Village, Wutai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圖 3、屏東縣霧台鄉阿禮村 D082 大規模崩塌區基地地質圖與大圓分析圖
Fig.3 Geological and circle analysis map of the large-scale landslide area of D082, Ali Village, Wutai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阿禮崩塌區內整體而言地層材料破碎，且坡度陡峭具備順向坡的問題，在阿禮部落的下邊坡具有
深層滑動的疑慮，且現況的地表地貌也有持續變位的情形。道路與主要部落的區位都在深厚的崩積層
上，並且與岩層位態交角有大於 20 度以上，屬於容易發生地滑崩塌的災害潛勢地區，目前在莫拉克
颱風後發生的地表變異已讓居民受災搬遷，未來仍有深層滑動的潛勢。

邊坡分析程式列表蒐集
在邊坡分析的方法上，以往都屬於採用二維的邊坡分析軟體進行建置地形剖面模型，在大範圍的
地形資料上除了建置模型的精度之外，也有萃取的二維地形剖面不一定可以代表整個大範圍的邊坡分
析結果，將所有的地形一一的萃取二維地形後再將其計算，需耗費相當長的分析時間，且分析結果也
可能有較多不確定因素影響，而目前的三維的邊坡分析軟體較少，也會因為建置三維的模型複雜計算
需花費冗長的時間，目前市面常見的邊坡分析軟體彙整如下表 1。Scoops3D 軟體為美國地質調查局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於 2015 年發布之三維邊坡穩定分析軟體，而目前在 Scoops3D
軟體的應用上較少，它可利用數值高程模型(DEM)建置，以切片法、Bishop 簡單切片法與極限平衡分
析法為理論基礎進行分析之邊坡穩定分析，軟體中假設藉由訂定搜索點及搜尋半徑建立搜尋計算範圍，
以每個搜尋範圍內的 DEM 網格的安全係數判釋邊坡穩定係數的區位，利用 Scoops3D 進行三維邊坡分
析如圖 4。
表 1.常用之邊坡分析軟體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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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mon slope analysis software list

軟體名稱

計算

STABL

2D(極限平衡)

STED WIN

2D(極限平衡)

RIDO

1D(有限元素)

GEO-SLOPE
GEO-Studio

2D(極限平衡)

PLAXIS 2D&3D

2D&3D(有限元素)

midas GTS

3D(有限元素)

PFC TW(2D&3D)

2D&3D

FLAC3D

3D(有限差分)

SCOOPS3D

3D(極限平衡)

圖 4、Scoops3D 以數值地形進行三維邊坡分析示意圖 (Mark E. Reid, Sarah B. Christian, Dianne L. Brien, and
Scott T. Henderson,USGS,2015)
Fig.4 Scoops3D schematic diagram of 3D slope analysis with DEM terrain

崔志傑(2017)利用 Scoops3D 分析位於中國的黃土高原大範圍滑坡計算位於甘肅永靖的黑台地區黃
土滑坡的預警與防治，並利用不同水位條件下的區域斜坡穩定性分析，提出基於斜坡穩定的地下水位
控制措施和適合的防治對策；(Duncan,1997;Gens,2015)分別提出在傳統的二維分析極限平衡法的計算
結果由於忽略了邊坡坡向可能造成的三維效應，故相對於三維平衡的分析結果較為保守。邱子芸(2017)，
應用 Scoops3D 於潛在大規模崩塌影響以高雄茂林 DS43 為例，建議可以不同情境下之最大規模崩塌潛
勢區位作為依據劃設可能崩塌範圍。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材料與方法比較說明如下：
(1). 地形材料
有別傳統的二維分析採以剖繪預分析的地形剖面線，除了需有建置邊界數量限制之外，其地形精
度也會受到軟體邊界限制影響，也因建置數值模型科技技術發達，本研究利用建置高精度數值地形，
將三維地形資料轉為 Scoops3D 使用的 ASCII 檔案後進行計算，透過建置地層屬性模型與地下水位模
型的示意圖如圖 5。而在數值地形的材料部份，本研究使用 101 年測繪之空載 LiDAR 數值地形(1 公尺
空間解析度)資料(圖 6)進行重新取樣為 20 公尺解析度之地形網格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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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建 置 三 維 數 值 模 型 示 意 圖 (Mark E. Reid, Sarah B. Christian, Dianne L. Brien, and Scott T.
Henderson,USGS,2015)
Fig.5 building 3D DEM model schematic diagram

圖 6、101 年測繪之空載 LiDAR 數值地形陰影圖
Fig.6 Hill shade map of LiDAR of 2012

(2). 地下水模型
本研究於現地已有設置地下水位監測孔，由降雨造成的地下水位抬升高度記錄最高約為 6.7~7 公
尺左右，在分析上假設以抬升 10 公尺為保守估計地下水位情境，以既有高精度數值地形減去其水位
與地表面高程差值作為地下水位的數值模型，以利進行運算。在一般分析邊坡分析的假設情境之中，
主要分別為平時、暴雨、以及地震力的假設狀況，而地震力的假設在此軟體中僅可輸入水平作用力的
假設參數。
(3). 土岩設定參數
本區區域地質屬於潮州層，地層為崩積土以及破碎板岩，經地質鑽探與室內土壤物理試驗採樣結
果之土層凝聚力極低，鬆散也破碎。本計畫土壤物理試驗參數採用如表 2，輸入軟體介面如圖 7。建
立模型之後設定其分析參數邊界，而軟體可從設定面積或是體積的方式進行區間運算，換言之，可以
推算在不同的面積或是體積量體情境下可能崩塌的範圍，輸入阿禮地區的土壤物理參數後進行極限平
衡的計算。本研究採以體積的方式作為推求此崩塌區域的不穩定區域分布。軟體的使用上有其注意的
邊界設定考量，其使用說明如下圖 8。圖中為設定不同的滑動面曲率，當曲率半徑最小時所分析結果
的深度較深，半徑逐漸增大時則安全係數逐漸降低，而安全係數的範圍也逐漸擴大。圖 9 則為不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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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垂直解析度對與分析結果的影響，顯示隨著解析度的粗化，安全係數的分布輪廓上越能顯示崩塌的
不穩定範圍越發明顯，但若設定過大時則無法計算。
表 2. 土壤物理試驗參數採用表
Table 2 Soil physical test parameters.
3

3

土層

C(kpa)

ψ(度)

γ t (dry) (kn/m )

γ t (kn/m )

崩積土

0*

26

21.95

22.27

板岩

72

28

25.77

26.13

圖 7.Scoops3D 軟體輸入地層與地下水模型介面
Fig.7 Scoops3D software input formation and groundwater model input interface.

圖 8. 不同圓弧曲率對於安全係數之影響
Fig.8

Set effect of different radius increment on the safet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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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設定不同垂直網格解析度對於安全係數之影響
Fig.9

Set effect of different vertical resolution on the safet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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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成果討論
利用不同體積區間分別計算，圖 10 為體積區間計算 104~105立方公尺體積區間，以色階顯示相對
的安全係數值FS，以最小的安全係數為 1 來表示各網格的安全係數相對值。比對安全係數較低的紅色、
橘色區域，現況已有發生崩塌且為裸露的現象。當假設崩塌體積增大為 105~106立方公尺(圖 11)，其相
對安全係數的範圍增大，且可能發生崩塌的輪廓區域越明顯。
利用 Scoops3D 可在視覺方面清楚的瞭解邊坡全區的相對安全係數較低的區域，並可概估可能造成
的範圍、斜面積、計算概估平均崩塌深度與崩滑體積有很好的效果，不過由於不容易得知崩塌造成的
體積，故建議能以試誤法的方式計算不同的體積區間來判釋，本研究以圖 10、圖 11 設定的體積限制
區間探討分析，並搭配實際鑽探與地表下傾斜管位移量測比對，推測可能滑動面深度，交叉比對從程
式計算的結果來套繪現況調查因崩崖損毀的分佈位置，期以更精進的推估可能崩塌的範圍與可能崩塌
深度及量體。

圖 10. 104~105(m3) FS值(平時)分析成果圖
Fig.10

4

5

3

Factor of safety of 10 ~10 (m )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圖 11. 105~106(m3) FS值(平時)分布分析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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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1

5

6

3

Factor of safety of 10 ~10 (m )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下圖 12 為利用Scoops3D軟體計算後結果套繪空拍照片與現地調查判釋照片分布，由分析的安全係
數相對低的區域比對現地歷史崩塌區位以及地表下傾斜管位移量測如圖 13，圖 13 為現地在阿禮部落
內實際鑽孔BH-05 量測之地表下監測位移結果，顯示BH-05 約在地表下 25 公尺處有滑動面跡象，此
結果與利用Scoops3D分析之結果相符，但仍難以確認是否為主要滑動面的位置，所以仍保守推測阿禮
部落的崩塌深度應為可能位深度大於 25 公尺之深層滑動地質災害。另一方面，利用Scoops3D軟體分
析得到相符的結果而言，將分析結果加入暴雨時地下水位上升以及受地震力情境，再設定不同滑動體
積限制邊界分析，結果如下圖 14、圖 15。圖 14 為體積條件在 104~105 m3之間，是假設在台灣定義之
山體大規模崩塌的情境，而圖 15 則為體積條件再 105~106 m3，則是假設更大的滑動體積狀況模擬分析。
圖 14 顯示平時的山體不穩定區域多為歷史曾經發生過崩塌區域，約位於阿禮部落、阿禮公墓、阿禮
國小的下邊坡，受暴雨時不穩定的區域相對的擴大也降低，可明顯看到可能崩塌的輪廓範圍(橘色面域
區)；若以地震力加載時則在曾發生崩塌區坡面的周邊呈現相對較不穩定的區域(藍綠色面域區)。
當假設體積大時，原圖 14 中不穩定的區域因假設滑動體積增大而滑動深度加深，使崩塌的不穩定
區域範圍擴大，圖 15 中顯示在暴雨和地震的情境時在阿禮地區的坡面不穩定的輪廓邊界則是越明顯。
從模擬分析以及實際量測的跡象來看，目前阿禮部落地表下的主要滑動面可能在深度大於 40 公尺以
上，而 40 公尺範圍內也包含一些次要滑動面，而這些次要滑動面透過軟體的計算分析將其連線，將
可能相對不穩定的區域可視化，很好的提供了在大範圍的邊坡分析計算展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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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利用 Scoops3D 分析大規模崩塌區比對現地調查崩塌區域照片成果
Fig.12 Using Scoops3D to analyze large-scale landslide areas and compare the results of the photo of the
landslid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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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BH-05 鑽孔地表下傾斜位移量測結果
Fig.13 Under the surface displacement measurement result of B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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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Scoops3D分析 104~105 m3不穩定區域分布成果示意圖(由左至右分別為 平時、暴雨、地震)
Fig.14 unstable area of 104~105 m3 of Scoops3D analysis result (from left to right ,type of general ,rainfall,
earth 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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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Scoops3D分析 105~106 m3不穩定區域分布成果示意圖(由左至右分別為 平時、暴雨、地震)
Fig.15 unstable area of 105~106 m3 of Scoops3D analysis result (from left to right ,type of general ,rainfall,
earth quake)

透過本研究鑽探孔調查彙整如下表 3。其分析地表滑動量的分布區位來看，具備地表滑動量較大
的鑽孔分布與邊坡分析結果之分布相符。尤其在 BH-05、06 之鑽探孔位的有崩積層滑動現象，潛在滑
動深度約在 24.5~37.5 公尺左右。
表 3.鑽孔調查觀測結果一覽表
Table 3 Holes survey observation results list
孔號

高度(m)

孔深(m)

崩積層厚度

地下水深度(m)

潛在滑動面深度(m)

地表滑動量(mm)

BH-01
BH-02
BH-03
BH-04
BH-05
BH-06
BH-07
BH-08
BH-09

1,261
1,187
1,147
1,248
1,221
1,155
1,325
1,253
1,166

30
30
40
30
30
40
30
30
40

11.80
30.00
36.40
3.40
18.30
13.10
0.25
5.40
0.65

26.45
32.0
29.4
36.5
33.9

15.0
2.0
24.5
37.5
22.5
-

1.03
2.13
4.52
3.60
7.42
8.25
1.13
4.16
0.46

結論與建議
本案區內因具有深層滑動潛勢，較易發生局部淺、中層地滑(推測小於 25 公尺)，可能發生的區域
應是在阿禮部落 BH-05、06 鑽孔區位；倘若發生一次性深層滑動(大於 37.5 公尺)的滑動深度災害，從
程式分析上則可能形成 10.6 萬立方公尺土方，但亦可能產生更大的土方。目前阿禮部落的實際監測數
據仍不充足，雖然具備深層滑動特徵，且現地難以用工程對策整治，故建議以防減災對策為首要。目
前的階段建議未來仍多持續監測地下水位及位移量變化以及紀錄強降雨事件，以利後續研擬大規模崩
塌警戒的方向依據。
本研究運用 Scoops3D 軟體，以三維的邊坡分析計算方式計算曾經發生大規模崩塌災害的阿禮部落
地區，從分析結果可以清楚的將可能發生崩塌潛勢的區域可視化套繪於 Arcgis 中，而且從分析的較不
穩定區域範圍比對現地的地表崩塌情況相符符合，利用 Scoops3D 軟體在大規模崩塌的計算上能有不
錯的展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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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軟體參數設定上，設定不同的滑動面曲率半徑雖略有細微的影響滑動潛勢範圍，但整體上影響
的分布並會有太大的差異；但在計算模型所萃取的網格精度而言，精度網格越高的分析崩塌潛勢區的
輪廓則較清晰，不過若計算網格過於精細則會無法進行計算，以本案為例最高的分析精度可達 3~5 公
尺網格均能夠計算，但易發生溢位錯誤而失敗，故建議可以網格精度 20 公尺計算較佳；計算網格的
垂直解析度而言，在解析度範圍設定較大的狀況，計算的範圍以及解析力也加大，建議可以依照不同
的分析個案將垂直解析度調整加大，以求較相符結果。
軟體是用整體圓弧形滑動計算，且並無外部加載重的功能，在分析地震力的輸入上也只有水平地
震力的情況，分析計算結果可求得所設定體積限制邊界的可能滑動體積，但是並不容易得知所計算的
滑動面深度位置，除此之外，因屬於整體圓弧形滑動計算理論，所以也並無法推測整個山體之間存在
的塊體相互受力的穩定情形，僅可作為三維地形坡面圓弧形滑坡的相對不穩定區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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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年降雨誘發之土砂災害變遷趨勢初探
林詠喬[1][4]* 詹婉妤[2] 陳振宇[3] 陳均維[4]
摘

要

臺灣特殊的地理環境與豪雨事件造成土砂災害頻仍，長期以來土砂災害防治亦是許多專家

學者致力的研究目標。本研究蒐集 2006 年至 2018 年與降雨引致相關的重大土砂災例資料共 471 件，
以 13 年來重大土砂災害發生的時間與空間特徵來分析臺灣土砂災害變遷趨勢。整體而言，崩塌所佔
災害比例最高(45%)，其次為土石流(27%)。時間尺度方面，以災害發生時間(月份、白天與夜晚)觀察，
結果顯示 6 月至 10 月為重大土砂災害發生高峰期，而夜晚較白天易發生災害。空間尺度方面，觀察
累積降雨量與重大土砂災例的關聯性，結果顯示 90%的重大災害發生時累積降雨量均大於 150 mm。
此外，降雨規模不同，土砂災害類型之比例亦有所不同；其中土石流類型所造成的災害比例，隨雨量
增加而增加。本研究觀察近年重大土砂災例資料，顯示土砂災害的相關趨勢，可提供未來相關防災措
施與研究參考。

關鍵詞：降雨致災、土石流、重大災害調查。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rend of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triggered by rainfall in Taiwan in the past decades
Yung-Chiau Lin[1]* Wan-Yu Chan[2] Chen-Yu Chen[3] Jyun-Wei Chen[4]
ABSTRACT The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were frequency in Taiwan because of special
geography environments and torrential rainfall. Many scholars and experts conducted with
the issue of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for a long time. This study collected 471 cases of
serious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triggered by rainfall in 2006 to 2018. Based on these
cases,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in Taiwan were
analyzed. Overall, the slope failure i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disaster type (45%), followed
by debris flows (27%). On the temporal scale, the occurred time of disaster was observ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ak period of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 was June to October.
Moreover, these disasters were easily occurred at night than daytime. On the temporal
sca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mulated rainfall and serious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was observ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90% of the major disasters occurred when
the accumulated rainfall was greater than 150 mm. In addition, the propor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 varies with the changing rainfall scale. Among all cases,
the more the rainfall was, the higher proportion of debris flow in different types of disaster.
This study observed the data of major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in recent years.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showed some trends of sediment disaster which could be provided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 triggered by rainfall, debris flow, investigation of major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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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土石流型堰塞湖潰決演算及運動波洪水傳遞模型
洪啟耀[1]
摘

要

陳慈愔[2]

在莫拉克風災後，台灣山區支流因崩塌堆積上累積了大量的土砂材料，隨著降雨事件後以

土石流之方式進入主流，當其沖積扇隨事件擴大進而影響主流而產生堰塞湖時，堰塞湖之潰決將對下
游產生極大的影響。本研究將針對堰塞湖之潰決與其洪水傳遞方式進行討論。首先，在堰塞湖潰決的
模擬部分，本研究採用以土砂連續方程式與水流連續方程式為基礎的潰壩模式，並且以颱風天上游高
流量之情境加以考慮，同時將主流上游流量與潰壩所產生的洪峰流量一併納入計算。再者，為考慮下
游村落的安全性，本研究採用一維變寬度變坡度之運動波方程式進行洪水波的演算，減少了複雜地形
資料的需求，成功的估算出在下游特徵斷面的洪水影響範圍。最後，結合上述計算方法，本研究以荖
濃溪與其支流布唐布納斯溪交會口之堰塞湖做為案例進行計算，並估算出不同情境下潰壩洪水之影響
範圍。

關鍵詞：堰塞湖、潰壩模式、運動波輸送理論

One-dimensional dam breaching and flood routing
models for tributary‐dammed lake
Chi-Yao Hung[1] Tzu-Yin Chen[2]
ABSTRACT Due to the numerous landslide happened during typhoon Morak, a large
number of loose sediment deposited in the upstream of the tributary. The loose material
transported into the mainstream during the heavy rainfall and caused a tributary‐dammed
lake. The massive flow caused by the dam breaching poses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the
downstream villages. In this research, we present a diffusion equation based,
one-dimensional semi-analytical tributary‐dammed lake breaching model. To estimate the
most dangerous scenario, the model brings intense discharge caused by torrential
precipitation during a typhoon. In order to assess the security of downstream villages, the
floods are routed by the one-dimensional semi-analytical kinematic wave solution for a
non-uniform valley. The solution can simulate the influenced area of the floods with much
reduced computational cost and topographical data requirements. Finally, the research
applies the combining methods to the tributary‐dammed lake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Laonong river with the Pu-tun-pu-nas tributary river. The research estimates the
inundation area of the dam breach flood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Key Words: tributary‐dammed lake, breaching model, kinematic wave model

〔1〕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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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木有無根系對底床之影響
梁閔智1，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博士生
陳樹群2，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特聘教授
席克懷3，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

要

台灣四面環海且介於熱帶與亞熱帶地區之間，故經常遭受颱風豪雨侵襲導致土砂災
害頻傳，而近幾年單一型土砂災害逐漸轉為複合型。在強降雨的影響下，造成邊坡不穩
定發生崩塌及土石流，漂流木往往伴隨其事件進入河道，與土石流結合形成複合式災害
。河道內之漂流木運移與堆積會破壞人工結構物 (如橋梁及堤防等)、阻塞河道進而增
加洪水災害，亦造成人類的生命及財產損失。除此之外，漂流木會以各種型態與河道及
河漫灘的地貌、水文和生態產生交互作用，進而改變河川地形地貌、產生水流阻力、降
低流速及泥砂輸送力、增加河道中有機質含量。鑒於上述原因，了解漂流木堆積在河道
之型態、特性及不同水文條件，對於防治漂流木災害是很重要的關鍵。在過去十年中，
漂流木的堆積、運輸及水力影響之研究主要是透過室內試驗和現場調查來進行探討，其
中，室內實驗主要集中在定床上漂流木的啟動與運移。本研究利用室內渠槽模擬單根漂
流木在動床渠道中對底床之變化，探討漂流木不同擺放方向與有無根系之影響。漂流木
主幹設計(如圖 1a)長度、直徑與密度分別為 0.2m、0.05m、760kg/m3，根系設計部份採
用長度 0.06m、直徑 0.02m的圓木，以 30 度做連接(如圖 1b)。渠道設計寬度為 0.6m、
長度 4m、坡度 0.001，實驗區域鋪設均勻的石英砂d 50 為 0.750mm，厚度為 0.1m。試驗
流量範圍是在 0.0015 至 0.005m3 / s之間。在漂流木擺放方向中分別考慮了水平、傾斜與
垂直，及有無根系存在，亦須多考慮根系的擺放位置，因此會有 8 種不同的擺放方式(
如圖 2)。本研究使用移動式台車搭載扇形雷射光，利用控制器控制馬達來驅動台車，
透過相機記錄每秒雷射線之位置，進行座標轉換後內插出地形資料。本研究擷取試驗結
果中相同流量(0.00176 m3/s)下之地形資料探討漂流木對底床之影響(如圖 3)。本研究結
果顯示，漂流木的存在會造成底床出現局部淘刷和堆積之情形，在考慮沒有根系的情況
下，漂流木垂直與水流方向的條件會發生較大的沖刷和沈積體積量其次為傾斜度。考慮
有根系且相同方向的情況下，結果顯示漂流木的根系擺放位置決定了沖刷坑位置，水平
方向的漂流木根系在前端時，對地影響較根系在後端的條件顯著，但傾斜條件的結果則
是相反，未來需要進行更多的試驗組數，並量化出漂流木對底床變化之影響，以及探討
漂流木有無根系和漂流木長度變化的影響。
關鍵字：漂流木、動床、底床變化、渠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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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漂流木模型(a)無根系(b)有根系

圖 2 漂流木試驗的擺放方向

圖 3 不同漂流木擺放方向對地形之變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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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雷射雨滴譜儀進行臺灣北部及南部
降雨特性之量測與分析
郭庭佑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研究生
李明熹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副教授
摘

要

臺灣地區降雨分布不均，雨滴譜特性變化也較大，透過雨滴終端速度及粒徑分布可
瞭解雨滴譜之變化，進而探討臺灣各地區之降雨特性差異，因此本研究於臺灣北部地區
之華梵大學(N 24°58’47”、E 121°41’32’’，海拔高度為 510 m)及南部地區之屏東科技大學
(N 22°38’42’’，E 120°36’24’’，海拔高度為 79 m)架設雷射雨滴譜儀，如圖 1 所示，利用
雷射雨滴譜儀於降雨時每 5 分鐘蒐集一筆雨量資料(雨滴終端速度、雨滴粒徑、降雨強
度及雨滴顆粒數)。為了資料之合理性，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結果，若是 5 分鐘降雨
強度小於 0.1 mm/hr 時不列入考慮(Tokay A et al., 2013)。而樣本數量不足時容易增加分
析之不確定性，故每 5 分鐘觀測資料的雨滴總顆粒數低於 50 顆且單顆雨滴粒徑不超過
10 mm 時也不列入計算降雨事件(曾吉暉、鳳雷，2012)。
本研究利用華梵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於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蒐集
一年之雨滴譜資料，華梵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分別有 21,885 筆與 5,476 筆樣本數，總顆
粒數分別為 53,658,963 顆及 13,775,546 顆，其分析結果如下：
1. 雨滴終端速度分析
為探討雷射雨滴譜儀中雨滴終端速度與顆粒數之關係，本研究以縱軸為雨滴顆
粒數百分比(%)，橫軸為雨滴終端速度(m/s)，如圖 2 所示。從圖中可發現華梵大學
約有 88%之雨滴其終端速度落在 1.5 m/s 至 4.4 m/s 之間，其中當終端速度為 2.2 m/s
時，雨滴顆粒數為最多，有 9,756,222 顆(18%)；而屏東科技大學約有 82%之雨滴其
終端速度落在 1.7 m/s 至 5.2 m/s 之間，其中當終端速度為 4.4 m/s 時，雨滴顆粒數
為最多，有 1,933,573 顆(14%)，整體而言，華梵大學之雨滴終端速度多集中於 2.2 m/s
至 3.0 m/s 之間，相較於屏東科技大學，華梵大學之慢的雨滴終端速度雨滴較多。
2. 雨滴粒徑分析
為探討雷射雨滴譜儀中雨滴粒徑與顆粒數之關係，本研究以縱軸為雨滴顆粒數
百分比(%)，橫軸為雨滴粒徑(mm)，如圖 3 所示。從圖中可發現當雨滴顆粒數百分
比大於 5%時，華梵大學之雨滴粒徑介於 0.437 mm 至 0.937 mm 之間，有 47,113,442
顆(88%)；而屏東科技大學之雨滴粒徑介於 0.312 mm 至 1.375 mm 之間，有 12,182,989
顆(88%)。華梵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之雨滴粒徑多集中於 0.437 mm 至 0.562 mm 之
間，兩者之雨滴顆粒數皆隨粒徑變大而呈遞減之趨勢。
3. 降雨強度與降雨動能
本研究利用雷射雨滴譜儀所量測之降雨特性(雨滴終端速度及雨滴粒徑)代入物
理降雨動能公式中計算降雨動能，如式(1)所示。式中 E 為物理降雨動能(MJ/ha)；
M 為質量(kg)；v 為速度(m/s)。
1

E = 𝑀𝑣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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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降雨動能中之質量(M)計算方式如式(2)所示，式中，V為體積(mm3)；D為
密度(本研究以純水密度 1,000 kg/m3計算)。並將雨滴假設為圓球體，其體積(mm3)
計算公式如式(3)所示，𝜋為圓周率；D為雨滴直徑(mm)。
M=D×V
4

(2)

𝐷 3

V = π� �
3

(3)

2

為探討雷射雨滴譜儀中降雨強度(I)與降雨動能(E)之關係，本研究以縱軸為降雨
動能(MJ/ha)，橫軸為降雨強度(mm/hr)，如圖 4 所示。綠色三角形為華梵大學之數
值，迴歸關係式為E=0.0037(I)1.3887，R2(判定係數)=0.90；藍色圓形為屏東科技大學
之數據，其迴歸關係式為E=0.0061(I)1.2789，R2=0.93。從二者之判定係數可得知降雨
強度利用冪次迴歸模式來推導降雨動能，具有相當的可信度。二者之趨勢程度相近
，屏東科技大學僅些微大於華梵大學，原因可能為測站之海拔高度不同(華梵大學
為 510 m、屏東科技大學為 79 m)及降雨特性(雨滴終端速度及雨滴粒徑)不同，而導
致結果有些微差異。
4. 降雨強度與單位降雨動能
本研究利用本研究利用 Wischmeier and Smith(1958)所提出之定義為依據，進行
單場有效降雨事件之雨場分割，其定義為：(1)單場降雨之累積降雨量須超過 12.7 mm
，且該場降雨與前場降雨需間隔超過 6 小時以上視為一場有效降雨事件。(2)降雨量
若低於 12.7 mm，但於 15 分鐘內降下 6.35 mm 以上之雨量，仍具備有沖蝕之潛在能
力，則該場降雨應視為有效降雨事件。
利用上述學者所提出之定義為依據，於 2018 年 05 月 01 日至 2019 年 05 月 31
日期間，華梵大學共分割出 54 場有效降雨事件，而屏東科技大學共有 37 場有效降
雨事件，並進一步探討降雨強度(I)與單位降雨動能(e)之關係。
本研究以縱軸為單位降雨動能(MJ/ha-mm)，橫軸為降雨強度(mm/hr)，如圖 5
所示，為了與Wischmeier and Smith(1958)、吳嘉俊與王阿碧(1996)及Van Dijk et
al.(2002)三位學者所推論之公式進行探討，本研究利用對數迴歸關係進行分析，綠色
三角形為華梵大學之數值，迴歸關係式為e=0.056+0.0415log(I)，R2=0.36；藍色圓形
為屏東科技大學之數據，迴歸關係式為e=0.092+0.0532(I)，R2=0.43。二者之判定係
數可看出降雨強度利用對數迴歸模式所推導出單位降雨動能其結果不佳，建議未來
可使用不同迴歸法建立臺灣之降雨強度-單位降雨動能迴歸式。
(1) Wischmeier and Smith(1958)
根據Laws and Parsons(1943)利用現地之自然降雨雨滴粒徑資料進行推導
，得迴歸分析經驗關係式，如式(4)所示，其中e wi 為每公頃單位降雨量之降雨
動能(MJ/ha-mm)；I為降雨強度(mm/hr)。代入上述公式，即可計算各時間區間
每公頃單位降雨量之降雨動能(e wi )，降雨動能隨降雨強度增加而遞增，若降雨
強度超過 76 mm/hr時，單場降雨動能為定值，即降雨動能不會隨著降雨強度的
增加而改變。
0.119 + 0.0873 log10 I
ewi = �
0.283

; I < 76mm/hr
; I ≥ 76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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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嘉俊與王阿碧(1996)
以染色濾紙法配合影像處理技術對屏東老埤地區雨滴粒徑與降雨動能進
行研究，而屏東老埤地區降雨動能公式，如式(5)所示。式中，e wu 為每公頃單
位降雨量之降雨動能(MJ/ha-mm)；I為降雨強度(mm/hr)。
0.119 + 0.0873 log10 𝐼
; 𝐼 < 4𝑚𝑚/ℎ𝑟
𝑒𝑤𝑤 = �
0.521
0.276 −
+ 1.146𝑒 (−𝐼) ; 𝐼 ≥ 4𝑚𝑚/ℎ𝑟

(5)

𝐼

(3) Van Dijk et al.(2002)

將 24 個不同地點之測量結果(降雨強度、雨滴粒徑分布和降雨動能)，建立
通用降雨動能公式，如式(6)所示。式中，e van 為每公頃單位降雨量之降雨動能
(MJ/ha-mm)，I為降雨強度(mm/hr)。
evan = 0.283(1 − 0.52𝑒)−0.042𝐼
(6)
與上述學者所建立之降雨強度與單位降雨動能對數迴歸關係式進行探討，如圖
6 所示，由圖可得知當降雨強度越大時，華梵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與 Wischmeier and
Smith(1958)、吳嘉俊及王阿碧(1996)與 Van Dijk et al.(2002)三位學者之單位降雨動能
(e)皆趨近於定值。在相同降雨強度下，三位學者皆高於華梵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
原因之一為地區氣候及降雨型態之差異所導致，如 Wischmeier and Smith(1958)及 Van
Dijk et al.(2002)之研究區域分別位於美國華盛頓(副熱帶濕潤氣候，全年降雨分配均
勻)及全球，而本研究位於臺灣北部及南部地區(熱帶季風氣候，旱雨季明顯)。原因
二為雖吳嘉俊及王阿碧(1996)與本研究均於臺灣進行量測，但因量測方式、年分及精
度不同，而結果有所不同。如吳嘉俊及王阿碧(1996)利用染色濾紙法蒐集雨滴粒徑，
而本研究利用雷射雨滴譜儀蒐集雨滴粒徑。
關鍵字：雷射雨滴譜儀、雨滴粒徑、雨滴終端速度、降雨強度、降雨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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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研究區域位置圖

圖2.雨滴顆粒數及終端速度分布之關係

圖3.雨滴顆粒數及粒徑分布之關係

圖4.降雨強度及降雨動能之關係

圖5.降雨強度及單位降雨動能之關係

圖6.降雨強度及單位降雨動能之關係式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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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土砂治理效益之研究
賴原崇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技正
蘇益城2，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工程師

摘

要

大甲溪之支流必坦溪集水區，2004 年受到敏督利颱風侵襲，連日大雨滂沱，水庫
周邊邊坡崩塌，形成土石流，引發洪水氾濫（七二水災）。敏督利颱風期間，必坦溪集
水區發生嚴重崩塌，大量土砂堆積溪床並衝入德基水庫排洪隧道口，嚴重影響德基水庫
發電設施之安全及正常運作，並造成台八線交通中斷。林務局歷經多年投入治理工程，
實有必要探討本研究集水區進行整體性之治理成效分析及生態評估。
本研究利用二維水理輸砂演算（CCHE-2D）模式模擬重現期 50 年降雨情境必坦溪
治理工程河段，如圖 1 所示，分析治理前後水理輸砂狀況。首先得先分析 50 年頻率年
設計雨型，水文測站選用經濟部水利署翠巒雨量站，如圖 2 所示，其記錄年限由 1950
至 2018 年共 36 年資料，所以代表性較高，其重現期 50 年暴雨量為 542.5 毫米，並計
算 50 年重現期距之 24 小時洪水歷線，如圖 3 所示，洪峰流量為 164.1 cms。
本研究使用治理前數值地形為 2008 年 DTM 資料及治理後數值地形資料為 UAV 空
拍成果（2019/2/11），以動床模式檢核本研究河段工程布置前、後各控制斷面之通洪能
力與土砂運移狀況，模擬重現期 50 年降雨情境溪床水深、流速與河床沖淤變化等，研
究結果與討論：
一、本研究經數值模擬後流速變化，如圖 4 所示，必坦溪治理工程河段，治理前溪床流
速於洪鋒時刻約每秒 3~11 公尺；治理後溪床流速每秒 4~10 公尺。沉砂池治理工程
河段治理前溪床流速約每秒 0.5~6.5 公尺；治理後溪床流速每秒 0.3~1.0 公尺。
二、必坦溪治理前後溪床水深變化，如圖 5 所示。治理前溪床流路較紊亂，經必坦溪治
理工程後流路與水量集中至沉砂池經消能後並排入德基水庫。治理前溪床水深變化
約 0.2~2.3 公尺間；治理後溪床水深變化為 0.1~4.3 公尺間。檢核各斷面河道通洪能
力，其水深皆未超過設計護岸高程之現象，均可滿足治理計畫洪水量。
三、必坦溪治理前後溪床沖淤變化，如圖 6 所示。必坦溪治理工程河段，因坡度陡峭故
治理前溪床主要呈現沖刷趨勢，治理後經河道整治成階段型固床工溪床消能，因沉
砂落淤呈現輕微淤積趨勢。沉砂工程河段，治理前溪床主要呈現淤積趨勢，治理後
沉砂設施之土砂淤積約 1~1.5 公尺，設計庫容可容納約 4,000 立方公尺之土砂量。
結論與建議，研究樣區必坦溪治理前後溪流模擬成果，其治理前溪床水深變化約為
0.2~2.3 公尺間；治理後溪床水深變化為 0.1~4.3 公尺間，水深較深處集中於沉砂治理工
程之沉砂設施之水位。而溪床沖淤變化，治理前溪床主要呈現沖刷狀態，其沖淤變化約
為-14.8~0.89 公尺；治理後溪床主要呈現淤積狀態，其沖淤變化約為-1.9~1.5 公尺沖刷
量明顯減少，淤積土砂量主要位於沉砂設施，其砂設施亦設立清疏便道，當沉砂設施發
揮攔砂功能時，可立即啟動清除淤積土砂量，減緩土砂進入德基水庫，俾利維持水庫穩
定庫容。整體評估結果：若無進行治理工程設置時溪床流入亂竄，易使河床面下切淘刷
，治理後可導正流心降低流速，除穩定河床以外，沉砂設施更可有效保護德基水庫排洪
隧道安定，不受土砂直接進入庫區造成淤積，影響排洪設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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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水庫集水區、CCHE-2D、數值模擬、土砂治理

圖1 必坦溪治理工程平面圖

圖2 必坦溪鄰近水文測站分布圖

圖4 必坦溪治理前、後流速變化圖

圖3 50年重現期距之24小時洪水歷線

圖6 必坦溪治理前、後沖淤變化圖

圖5 必坦溪治理前、後水深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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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林龄闽楠人工林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何功秀，王忠诚，文仕知，胡适达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410004，长沙）
摘要：通过对湖南永州金洞林场内不同林龄闽楠人工林土壤有机 C、全 N、全 P 含量及其化学计量特征
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林龄林分和土层土壤养分含量及其化学计量特征都有明显的不同。表层土壤
（0-30cm）养分含量显著高于底层土壤（30-60cm）; 不同土层之间有机 C、全 N 含量变异性较大，全 P
含量变异性较小，C:N 相对稳定，C:P、N:P 有显著性差异；不同林龄之间有机碳含量表现为 14a>60a>45a，
N 含量表现为 14a>45a>60a，不同林龄之间 C:N、C:P、N:P 均无显著性差异，符合化学计量原则，土壤
C:N 平均值为 9.37，随林龄的增长呈现逐渐增高的趋势，N:P 平均值为 1.77，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说明
随着林龄的增长，闽楠人工林土壤全 N 含量增在逐渐降低，闽楠的生长过程可能会受到 N 元素的限制；
土壤有机 C、全 N、全 P 之间均变现极显著正相关（P<0.01），且 C:N、C:P 和 N:P 变化主要受到有机 C
和全 N 质量分数变化的影响，全 P 质量分数的影响相对较小。
关键词：闽楠；人工林；林龄；土壤；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

Different stand age of Phoebe bournei plantation soil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emical metrology
HE Gong-xiu， HU Shi-da，WEN Shi-zhi*
（School of Forestry,Central South Universtr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410004, Changsha,Hunan,China）

Abstract： Take the 14a, 45a , 60a in Jindong Forest Farm of Yongzhou City, Hunan Province,
boss of three different ages of Phoebe bournei (Hemsl).Yang plant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oil organic C, total N, total P content and stoichiometry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stand ages and nutrient content of soil and its stoichiometry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The surface soil nutrient content (0-30c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underlying soil
(30-60cm); different between the soil organic C, total N content of greater variability, smaller
variability of the content of P, C:N C:P, N:P is relatively stab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ages; organic carbon content is 14a> 60a>45a, the N content was 14a>45a>60a
different ages between C:N, C:P and N: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stoichiometric
principle, soil C:N average value is 9.37, showing the increasing trend with the age increasing,
the average value of N:P was 1.77, decreased gradually, said that with the age increasing, the
content of total N of Phoebe bournei plantation soil increased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Phoebe
bournei decreased gradually, may be affected by the N elements are realiz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organic C, total N, total P (P<0.01), and C:N, C:P and N:P
change The effect of total P mass fraction was relatively small to be affected by organic C and
total N mass fraction changes.
Keywords: Phoebe bournei (Hemsl).Yang; plantation; different age; soil;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cological stoichiometry

土壤是植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养分与植物个体的
生长乃至植物群落的组成和生产力高低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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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外学者Liebig[ 2] 和

Shelford[3]通过研究均证实了土壤养分与植被生长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目前，生态化学计量
学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植物叶片中 C：N：P 化学计量特征的研究，其中，C：N 和 C：
P 反映了植物在同化 CO 2 同时对 N、P的吸收利用情况，可以直接反应植物的生长速度与土
壤养分利用效率[4]，N：P是决定不同营养器官结构功能的关键性指标，并且可以作为判断对
生产力起限制性作用的营养元素的指示剂[5]，其临界值更是判断土壤对植物养分供应状况的
指标[6,7]。因此，研究 C、N、P 在土壤中的含量和分布格局，对于生产实践中控制植物C 生
产与养分吸收、植物向土壤归还有机物质与养分过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闽楠（Phoebe bournei (Hemsl).Yang）属国家二级保护珍稀濒危树种，是亚热带地区常绿
阔叶林主要组成树种之一，是我国特有的珍贵用材树种，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2013 年被列
入国家战略储备林优先选择的树种。截至目前，对闽楠人工林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的研究报道
还不多，李栎 [8]研究了会同桢楠人工幼林土壤 C：N：P 生态化学计量的时空特征发现，不
同坡位和季节的土壤养分含量及其化学计量特征均有明显不同。因此，开展不同林龄的闽楠
人工林土壤C、N、P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研究对闽楠的不同生长阶段的针对性经营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试验区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金洞林场境内，该林场位于永州市东南部金洞管理区，湘江中
上游，踞南岭余脉阳明山脉的东北部。地理位置为东经 110°53′~112°13′，北纬 26°02′
~26°21′，平均海拔 650 m。金洞林场境内森林茂盛，物种多样，据调查有高等植物 210
科，
1557 种，
其中种子植物中有木本植物 98 科，
654 种。有属国家保护植物银杏
（Ginkgo biloba）
、
闽楠、红豆杉（Taxus chinensis）
、钟萼木（Bretschncidera sinensis）
、伞花木（Eurycorymbus
cavaleriei）
、赤皮青冈（Cyclobalanopsis gilva）
、古甜槠（Castanopsis eyrei）等 56 种。全场
土地总面积 54840.4 hm2，森林覆盖率达 72.1%，林木绿化率 76.3%，有种植闽楠的历史和传
统。

2 研究方法
2. 1 样地设置
在永州金洞管理区选取土壤类型、立地条件相对一致的闽楠人工林，分别设置 3 种林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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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45a、60a）面积为 20m×20m 的标准样地各 3 块。在每种林龄林分内分别设置 1 块的
样地，3 种林龄闽楠人工林样地土壤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1。
表 1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Tab.1 The basic physical and chenical properties of soil.
含水率 Water

容重 Bulk density

碳 Carbon

氮 Nitrogen

磷 Phosphorus

林龄 Age
content /%

g/m

g/kg

g/kg

g/kg

14a

25.31

1.21

14.76

1.53

0.74

45a

24.68

1.30

10.83

1.17

0.67

60a

25.68

1.17

11.29

1.16

0.67

3

2.2 样品采集
2016 年 1 月分别在各个样地内，按照“S”形布设采样点 5 个，用环刀法，按照 0-15cm、
15-30cm、30-45cm、＞45cm 四层分层采集，然后各样地同一土层样品混合后去掉杂质，采
用四分法各取土 500 g。带回室内自然风干，用对角线法取土样 100～200 g，磨细后过 0. 149
mm 筛备用，测定土壤有机碳、全氮和全磷含量。

2.3 样品测定
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全氮质量分数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全磷
质量分数用HClO 4 -H 2 SO 4 消煮后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

2. 4 数据处理
运用 Excel 将数据进行整理和预处理，利用 SPSS 22.0 进行 ANOVA 及相关性分析。采
用 Pearson 对植物、凋落物和土壤的 C、N、P、C:N、C:P 和 N:P 进行相关性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 1 土壤有机 C 含量的林龄及土层变化
土壤有机 C 含量在不同林龄林分内的含量如图 1 所示，3 个林龄林分内土壤有机 C 含量
均随着土层深度增加而逐渐降低。14a、45a、60a 闽楠人工林 0-60cm 的土壤有机 C 含量分别
为 11.64g/kg、10.83 g/kg、11.29 g/kg，整体表现为 14a>60a>45a。根据方差分析结果，3 个林
龄林分土壤平均有机 C 含量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同一林龄的不同土层之间
均差异性显著（P<0.05），0-30cm 土壤有机 C 含量显著高于 30-60cm 土壤；不同年龄同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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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0-15cm 土壤有机 C 含量 14a 显著高于 45a 和 60a（P<0.05），而 45a 和 60a 之间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
（P>0.05）
，
30-45cm 土壤有机 C 含量表现为 60a 和 45a 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
，
15-30cm、45-60cm 土壤有机 C 含量在各林龄间无显著差异（P>0.05）。

25

土壤有机碳Soil carbon /g/kg

20

Aa
Ab Aab

Ba

14a

Ba Ba

15

45a

Ca
Cab Cb
10

60a

Da Da Da

5

0
0-15

15-30

30-45

45-60

土层 soillayer/cm

图 1 不同林龄土壤有机 C 含量
Fig. 1 Different age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3. 2 土壤全 N 含量的林龄及土层变化
土壤全N含量在不同林龄林分内的含量如图 2 所示，3 个林龄林分内土壤全N含量呈现出
与有机C相同的规律，均随着土层深度增加而逐渐降低。14a、45a、60a闽楠人工林 0-60cm
的土壤全N含量分别为 1.3g·Kg-1、1.17 g·Kg-1、1.16 g·Kg-1，整体表现为 14a>45a>60a。根据
方差分析结果，3 个林龄林分土壤平均全N含量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同一林
龄不同土层，14a各层土壤全N含量除 30-45cm和 45-60cm之间无显著差异外（P>0.05）
，其他
各层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45a各层土壤全N含量均出现显著性差异（P<0.05），60a各层
土壤全N含量除 15-30cm和 30-45cm之间无显著差异外（P>0.05）
，其他各层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
不同林龄同一土层，
0-15cm土壤全N含量表现为 14a显著高于 45a和 60a（P<0.05），
而 45a和 60a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30-45cm土壤全N含量表现为 14a和 45a、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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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0a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而 14a和 60a之间存在显著差异，30-45cm、45-60cm土壤
全N含量在各林龄间无显著差异（P>0.05）。

2.5

土壤氮 Soli nitrogen/g/kg

2

Aa
Ab

1.5

Aab

14a
Ba

45a
Bab Bb

Ca Ca Ba

1

60a
Ca Da
Ca

0.5
0
0-15

15-30

30-45

45-60

土层 Soillayer/cm

图 2 不同林龄土壤全 N 含量
Fig. 2 The content of nitrogen in different age of soil.

3.3 土壤全 P 含量的林龄及土层变化
土壤磷氮含量在不同林龄林分内的含量如图 3 所示，3 个林龄林分内土壤全P含量呈现出
与有机C、全N相同的规律，均随着土层深度增加而逐渐降低，14a、45a、60a闽楠人工林 0-60cm
的土壤全N含量分别为 0.672g·Kg-1、0.665 g·Kg-1、0.668g·Kg-1，整体表现为 14a>60a>45a。根
据方差分析结果，3 个林龄林分土壤平均全P含量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同一
林龄不同土层，除 14a的 45-60cm和 60a的 45-60cm土壤全P含量分别于对应林龄的上部三层
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外（P<0.05），其他各层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不同林龄同一
土层，除 30-45cm土壤全P含量表现为 60a和 14a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外（P<0.05），其他各不
同林龄同一土层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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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磷 Soil phosphorus/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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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林龄土壤全 P 含量
Fig. 3 The content of phosphorus in different age of soil.

3.4 土壤有机 C、全 N、全 P 的化学计量特征
通过表 2 我们可以得出，
3 个林龄闽楠人工林 0-60cm 土壤土层 C:N 变化范围为 6.75-10.83，
平均值为 9.08，变异系数为 16.00%；C:P 变化范围为 10.06-23.60，平均值为 16.43，变异系
数为 29.24%；N:P 变化范围为 1.35-2.41，平均值为 1.79，变异系数为 20.42%。土壤的 C:N
变化相较于 C:P 和 N:P 稳定，变异系数均不大。
3 个林龄闽楠人工林土壤 C:N、C:P 和 N:P 均随着土层深度的变化而呈现逐渐下降的趋
势，C:N 整体上小幅下降，其他土层相对于表层(0-15cm)土壤的降幅在 1%～23% 之间；C:P、
N:P 随土壤深度的增加呈急剧下降的趋势，45-60cm 土层相对于 0-15cm 土层的降幅均在 40%
以上。
根据方差分析结果，三个林龄林分内土壤C:N、C:P、N:P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
同一林龄不同土层，三个林龄C:N呈现出一致的变化规律，即 0-45cm三个土层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P>0.05），45-60cm土层与上部三个土层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C:P也呈现
出一致的变化规律，每一层土壤C:P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N:P呈现出一定的显
著性差异但相对C:P稳定。随着林龄的增加，上层土壤（0-30cm）C:N显著高于底层土壤
（30-60cm），各林龄表层( 0-15 cm) 土壤的 C:P、N:P 显著高于底层( 45-60cm) 土壤，这主
要是由于 P元素含量较稳定，变异性小，在不同土层间差异不大，所以 C /P、N/P 主要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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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元素含量的影响，故 C:P 与有机C的变化规律一致，而 N:P与全N的变化规律一致 [9]。
表 2 土壤有机 C、全 N、全 P 的化学计量特征
Tab.2
林龄

土层

Arge

Soillayer/cm

Stoichi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organic C, total N and total P.

C:N

C:P

N:P

C:N:P

0-15

9.81±0.50 A

23.60±3.05 A

2.41±0.33 A

13.28±2.03 A

15-30

9.58±1.18 A

20.41±1.61 B

2.14±0.12 B

13.78±1.90 A

30-45

8.55±0.08 A

13.50±0.95 C

1.58±0.12 C

12.81±0.90 A

45-60

6.75±0.46 B

10.06±0.76 D

1.49±0.02 C

12.02±2.12 A

平均值 Average

8.58±1.39 a

16.89±5.76 a

1.91±0.43 a

12.97±1.79 b

0-15

10.10±1.16 A

19.97±1.48 B

2.00±0.23 A

13.30±0.80 C

15-30

9.96±0.66 A

19.69±0.98 A

1.99±0.18 A

14.67±1.17 A

30-45

8.59±0.95 A

13.73±1.23 C

1.60±0.13 B

13.63±1.12 B

45-60

7.42±0.29 B

10.36±0.43 D

1.40±0.06 C

12.76±1.66 B

平均值 Average

9.02±1.36a

15.39±4.30 a

1.75±0.30 a

13.59±1.33 ab

0-15

10.07±0.90 A

22.40±0.77 A

2.23±0.13 A

13.95±2.18 A

15-30

10.83±1.24 A

17.85±1.60 B

1.66±0.16 B

15.27±1.08 A

30-45

9.60±1.23 A

15.22±1.05 C

1.60±0.18 B

13.87±0.87 A

45-60

7.74±0.67 B

10.43±0.83 D

1.35±0.13 C

14.43±1.90 A

平均值 Average

9.56±1.51 a

16.48±4.56 a

1.71±0.36 a

14.38±1.58 a

14a

45a

60a

注：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林龄不同土层差异性，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林龄差异性，字母相同表
示差异不显著。

3.5 土壤有机 C、全 N、全 P 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对土壤有机 C、全 N、全 P以及全 N、有机 C、全 P 化学计量比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得
出，各因子之间均存在极显著相关关系，从表 3 可以看出，C∶N 与有机C含量极显著相关
（p<0.01），而 C∶P 与有机C含量的相关性系数大于与全P含量的相关性系数，表明研究区
不同年龄杉木人工林土壤 C∶N 和 C∶P 主要受土壤有机C含量的影响，这与孙超对大安市
姜家店退化草场的生态化学计量研究结果一致 [10]；N∶P 与全N、全P含量都呈现出较高的相
关性，表明N∶P 同时受到全N和全P含量的影响，并且受到全N含量的限制作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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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壤有机 C、全 N、全 P 储量及生态化学计量比的相关性
Tab.3

Correlation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totalnitrogen content and total phosphorus

content and theirstoichiometry features in the studied site
指标 Indicators
C
N

C

N

P

C:N

1

.947**

.810**

.777**

.956**

.818**

1

.762**

.543**

.904**

.909**

1

.659**

.615**

.436**

1

.746**

.378**

1

.895**

P
C:N

C:P

C:P

N:P

N:P

1

4 结论与讨论
4.1 土壤有机 C、全 N、全 P 及其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对土层的响应
在本研究的区域，土壤养分随着土层的加深而降低，其中以有机 C 和全N 变化最为明
显，而全 P降低较少，这与魏孝荣和邵明安

[11]

得出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这是因为表层土

壤受到外界环境因素及植被枯落物养分归还的干扰较大，导致养分首先在土壤表层密集，然
后再随水或者其他介质向下层迁移渗透，而且土壤 C、N 除受土壤母质的影响外，还受枯落
物的分解以及植物的吸收利用的影响，因而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变异性，并且两者的空间分布
在土壤表层的分布较高，随着土层的下降含量的变化也存在较高的一致性。P元素在生态系
统中以一中沉积性的矿物形式存在，在土壤中的迁移率很低

[12][13]

，在整个空间中分布比较

均匀，其含量的变化主要受土壤母质的影响，因而变异性较小 [14]。本研究最终得出的C：N 的
平均值是 9.37，低于中国土壤的C：N比平均值 10—12[15]，较低的C：N 表明有机质具有较
快的矿化作用，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从有机层到矿物层，C：N 一般会降低 [16]，这与本研
究中的结果相一致；45-60cm土层相较于上面三层C：N具有显著性差异，验证了朱秋莲 [17]认
为不同土层间的C：N差异性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采土样的深度太浅，未深入到矿物层的缘故
的猜想；与土壤有机C和全N相比，土壤 C：N维持相对稳定，符合化学计量学的基本原则，
即有机物质的形成需要一定数量的氮和其他营养成分与其相应的相对固定比率的碳 [18]。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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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间C：P、N：P差异性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土壤中全P含量相对稳定，因此C：P、N：P
主要受土壤有机C或者全N含量的影响，因而呈现出较大的变异性。

4.2 土壤有机 C、全 N、全 P 及其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对林龄的响应
不同林龄对土壤养分有着重要影响，从年龄梯度上看，土壤有机C含量表现为从 14a、45a
到 60a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整体表现为 14a>60a>45a，主要是由于在下桃源（14a）造
林时进行了局部整地，原来的地上植被在经过腐殖分解之后将养分归还给土壤，另外，由于
14a闽楠扔处于生长缓慢期，生长过程中原有有机质分解利用小于新形成有机质的输入，使
得土壤有机C含量较高；45a闽楠生长较快，林木生长需要消耗大量的养分，原有有机质分解
大于新形成有机质的输入，从而使土壤有机C含量有所下降；而当林分进入 60a之后，林木对
养分吸收相对减少，加之凋落物、植物根系分解产生的有机C、地上植被腐殖分解进入土壤，
使得土壤有机C含量有回升的趋势。土壤全N含量表现为从 14a、45a到 60a逐渐降低的趋势。
3 个林龄土壤全P含量非常接近，含量大小也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主要是由于磷主要受
土壤母质的影响。3 个林龄的闽楠人工林土壤C:N、C:P、N:P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
验证了不同生态系统土壤C:N相对稳定的结果 [19][20]，符合化学计量的基本原则。土壤 C：N
通常评价是有机质矿化快慢的重要指标，C:N 越低说明土壤有机层的有效氮含量较高

[21]

。

本研究中，土壤C:N随林龄的增长呈现逐渐增高的趋势，N:P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P元素
含量相对稳定，这说明随着林龄的增长，闽楠人工林土壤全N含量增在逐渐降低，闽楠的生
长过程可能会受到N元素的限制。

4.3 土壤有机 C、全 N、全 P 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之间的相关性
土壤 C:N、C:P、N:P 是有机质或其他成分中碳素与氮素、磷素总质量的比值，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有机质的分解与积累，N、P 的富瘠和有效性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作为土壤肥
力的指标，从而影响植物的养分吸收，进而影响其生长发育 [22]。
不同林龄土壤碳氮分布具有一致性，这与李玮等 [23]的研究结果一致。这是由于土壤有机
C和全N的主要来源是动植物残体分解，受到植被和气候等影响较大；而土壤全P质量分数的
空间变异虽然小于有机C和全N质量分数，但亦与二者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关系(P< 0.01)。
说明土壤的全N、全P质量分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壤有机C质量分数，反之亦然。C和N 质
量分数与C:N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说明了有机C和全N质量分数的分布和变化的相
对一致性。通过比较有机C、全N、全P质量分数与C:N、C:P和N:P的相关性，表明C:N、C:P
和N:P变化主要受到有机C和全N质量分数变化的影响，全P质量分数的影响相对较小。

285

5 参考文献
[1] 刘蓉, 张卫国, 江小雷, 等. 垂穗披碱草群落退化演替的植被特性及其与土壤性状的相关性研究[J].
草业科学, 2010.27( 10) : 96-103.
[2] Liebig J V. Organic 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e and physiology [M]. London: Taylor and
Walton, 1840.
[3] Shelford V E. Animal communities in temperate America as illustrated by the Chicago Reg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3: 326.
[4] Agren G I. The C, N, P stoichiometry of autotrophs-theory and observations [J]. Ecology Letters, 2004,
7( 3) : 185-191.
[5] Elser J J, Bracken M E S, Cleland E E, et al. Global analysi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limitation of
primary producers in freshwater, marine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s [J]. Ecology Letters, 2007, 10( 12) :
1135-1142.
[6] Koerselman W, Meuleman A F M. The vegetation N:P ratio: a new tool to detect the nature of nutrient
limitation [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1996, 33( 6) : 1441-1450.
[7] Rong Qiangqiang, Liu Jingtao, Cai Yanpeng, et al. Leaf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stoichiometry of
Tamarix chinensis Lour. in the Laizhou Bay coastal wetland, China [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5, 76:
57-65.
[8] 李栎. 会同桢楠人工幼林生态化学计量的时空特征[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5.
[9] 朱秋莲, 邢肖毅, 张宏,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植被区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J]. 生态学报, 2013,
15:4674-4682.
[10] 孙超. 基于生态化学计量学的草地退化研究[D].吉林大学, 2012.
[11] 魏孝荣, 邵明安, 高建伦. 黄土高原沟壑区小流域土壤有机碳与环境因素的关系[J]. 环境科学,
2008, 10:2879-2884.
[12] 邱扬, 傅伯杰, 王军, 等. 黄土高原小流域土壤养分的时空变异及其影响因子[J]. 自然科学进展,
2004, 03:56-61.
[13] 王国梁, 刘国彬, 许明祥. 黄土丘陵区纸坊沟流域植被恢复的土壤养分效应[J]. 水土保持通报,
2002, 01:1-5.
[14] 刘兴诏, 周国逸, 张德强, 等. 南亚热带森林不同演替阶段植物与土壤中 N、P 的化学计量特征[J].
植物生态学报, 2010, 01:64-71.
[15] Huang Chengya. Pedology [M]. Beijing: Chinese Agricultural Press, 2000
[16] WANG Shaoqiang, YU Guirui. Ecological stoichiometry characteristics of ecosystem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lements [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8, 28( 8) : 3937-3947.
[17] 朱秋莲, 邢肖毅, 张宏,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植被区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J]. 生态学报,
2013, 15:4674-4682.
[18] Sterner R W, Elser J J. Ecological stoichiometry: the biology of elements from molecules to the biosphere
[J].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 Cleveland C C, Liptzin D. C:N:P stoichiometry in soil: is there a“Redfield ratio”for the microbial
biomass? [J]. Biogeochemistry, 2007, 85:235-252.
[20] Chapin S F III, Matson P, Mooney H A. Principles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 ecology [M]. Springer Verlag,
New York, 2002.
[21] 王维奇, 徐玲琳, 曾从盛, 等. 河口湿地植物活体-枯落物-土壤的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特征[J]. 生
态学报, 2011, 23:134-139.
[22] Méndez M, Karlsson P S. Nutrient stoichiometry in pinguicula vulgaris: Nutrient availability, plant size,
and reproductive status [J]. Ecology, 2005, 86( 4) : 982-991
[23] 李玮, 郑子成, 李廷轩. 不同植茶年限土壤团聚体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J]. 应用生态学报,
2015, 01:9-16.

286

2019 年海峽兩岸水土保持學術研討會

附件一

應用 SWMM 模式於山坡地滯洪池設計之可行性
李嘉欣[1] *
摘

要

李錦育[2]

滯洪池（detention pond）是為增加逕流滯留時間，以減低高洪峰流量對下游地區災害

之設施，在山坡地開發時，滯洪池設計皆須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去設置。SWMM 模式為模
擬降雨逕流之水文演算模式，主要應用於排水設施的設計規劃，本文將以 SWMM 模式去模擬實例地
區滯洪池之設計，與現地滯洪池設計比較，討論結果之差異，並探討模式對於滯洪池設計模擬之可行
性，期能提供未來工程設計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SWMM 模式、山坡地、滯洪池設計。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to
design of detention pond on slopeland
Jia-Shin Li [1] Ching-Yuh Lee [2]*
ABSTRACT The detention pond is a facility to increase the runoff retention time and to
reduce the high flood peak flow to the disasters in the downstream area. When developing
on the slopeland, the design of the detention pond shall be set according to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The 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is a
hydrological calculation model for simulating rainfall runoff. It is mainly used in the design
of drainage facilities.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to simulate
the design of the detention pond in the example area, compare with the design of the
existing detention pond,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ult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simulation the detention pond design , expec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engineering design.
Key Words: 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slopeland, detention pond design.

〔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碩士生（* 通訊作者 E-mail: a306257@gmail.com）
Graduate Student, Dep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Pin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
〔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Pin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

深圳交流材料 1

水润丰泽 土固大美
——深圳市水土保持工作的几点做法与体会
深圳市水务局

胡细银

深圳濒临南海，陆域总面积 1997.47 平方公里，丘陵山地
占全市总面积的 70%以上。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经济社会
保持高速发展，但大规模开发建设和无序管理也造成了大面积
的水土流失，水土资源一度遭到严重破坏。
1995 年后，我市各级水土保持部门把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摆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不断创新建设模式，着力建立综合防
治体系，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我市水土流失
面积已从 1995 年的 184.99 平方公里下降至 2018 年的 25.69 平
方公里，净减 159.3 平方公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和生态安全保障。在近二十年的工作实践中，深圳总结
出“健全法制、理顺机制、规划先行、制定标准、强化管理、
加快治理、多方宣传、鼓励创新”八项基本原则，立足《深圳经
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出台系列配套法律法规文件，并在全
国首创城市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市场化运作新模式，多渠道筹集
资金，加快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步伐。
一、全面推动，城市水土保持工作成绩显著
我 市 自 1995 年 全 面 开 展 城 市 水 土 保 持 生 态 建 设 工 作 以
来，坚持预防为主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不断健全水土保持机
构，完善水土保持法规体系，拓展城市水土保持管理职能，全
1

面开展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走出了一条具有深圳特色的城
市水土保持之路。
（一）理顺体制机制，构建城市水土保持管理新格局。
我市历来高度重视水土保持管理工作。1996 年，市政府将
水土保持职能统一划归我局，并于同年 9 月批准设立市水土保
持办公室，由市水务局代管。1997 年，市政府成立市水土保持
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统筹管理力度。2001 年机
构改革时批准我局内设水土保持处（外挂市水保办牌子），在
各区也成立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机构，形成“一市十二区”（含前
海、深汕合作区）水土保持管理机构框架。2002 年，我局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企业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成
立了市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在全国首创水土保持管理市场化运
作 模 式 ，并 推 动 宝 安 、龙 岗 、福 田 、南 山 、罗 湖 、光 明 、坪
山、龙华、大鹏 、前海十区 以相 同模式 先后成 立了监 测分站
（其中，盐田区监测分站由区编委批准成立），建立起覆盖全
市的水土保持监督监测网络，为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和及时治理
隐患奠定了基础。
（二）完善法规规划，修筑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屏障。
有法可依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是规范行政相对人权利
义务的依据，1997 年，出台了符合深圳高度城市化特点的地方
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出
台 了 《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加 强 水 土 保 持 生 态 建 设 工 作 的 决
定》、《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生产建设项目实施水土保持方案
申报审批制度的通知》、《深圳市治理严重影响城市景观的裸
露山体缺口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文件，为我市水土保
2

持工作提供了法制保障。
谋定后动，规划先行，我市先后编制出台《深圳市城市水
土保持规划》（1996-2010 年）、《深圳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
设规划》（2000-2050 年）、《深圳市废弃土石场水土保持生态
环 境 建 设 规 划 》（2001-2010 年 ）及 《深 圳 市 水 土 保 持 规 划 》
（2016-2030 年）等专项规划，为全市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指
导性文件和行动 依据 。同时，为进一步规范水土 保持行业管
理，我市相继编制出台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指
南》、《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备案指引》《深圳市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指引》、《深圳市边坡生态防护技术
指南》、《深圳城市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等一系列配套的规范和
标准，有效推动了水土保持行业管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标准
化。
（三）依法监管，严厉查处水保违法违规行为。
强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事中事后监管，建立水土保持
日常监督检查、汛前专项检查、随机抽查、违法移交和联合惩
戒全链条、多维度监管制度。对全市在建项目进 行全覆盖检
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通过现 场督促整改 、下发整改通知
书、召 开 现场 协 调会 、移 交执 法 、媒体 曝 光 、信 用惩 戒 等 方
式，督促生产建设单位全面落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推行水土
保持分类管理制度，加大对风险等级高的项目的监督检查频
次，提高检查人员层级，便于及时发现水土流失隐患，及时督
促整改，从制度上减少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的发生概率。组
织开展水土保持监督执法专项行动，以惩治“未批先建”、“未验
先投”、“未开展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未按要求落实水土保持
3

措施”、“已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等违法违规行为为重点，及时发
现、严格认定，严肃查处。同时，将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
纳入市水务局不良行为记录 ，并报送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平
台 、记 入 诚 信 档 案 ，逐 步 实 现 违 法 主 体 “一 处 受 罚 、处 处 受
限”。
（四）突出重点，分阶段集中治理水土流失。
我市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建设园林式、花园式城市的总体
部署，不断加大投入，分大规模开发区水土流失治理、裸露山
体缺口治理、饮用水源水库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三个阶段开
展全市水土保持治理工作：一是完成开发区治理面积 132.3 平
方公里，增加植被面积 68.84 平方公里，彻底改变开发区水土
流失制约深圳经济发展局面 ；二 是创新岩质边坡快速绿化技
术，成功治理 215 处废弃石场边坡等裸露山体缺口，治理面积
7.46 平方公里，打造出雷公山、乌石岗、盐田港边坡等一批亮
点工程，改变了城市背景山体景观，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三
是建设饮用水源水库保护林 33 平方公里，提高水库涵养水
源、净化水质能力。据统计，1995 年至今，我市政府投入水土
保持资金近 10 个亿，全社会共投入约 98 亿元，累计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 220 多平方公里，全市泥沙侵蚀总量由 1995 年的的
411.12 万吨降至 2018 年底的 14.78 万吨。此外，我市投入 3000
余 万 元 建 设 以“水 土 文 化 ”为 主 线 的 深 圳 市 水 土 保 持 科 技 示 范
园，打造了我市水土保持对外宣传的示范窗口。
（五）创新理念，探索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新技术。
在水土流失治理实践中，我市结合濒海城市的特点，探索
形成了一批带有深圳特点且可普及推广的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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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如“理顺水系、周边控制、固坡绿化、平台恢复”的平土
流失区控制性治理模式，“稳定边坡、理顺水系、改善景观、
生态恢复”的裸露山体缺口治理模式，“乔灌优先、乔灌草相结
合”的石质边坡绿化治理理念等，其中，2005 年，《裸露坡面植
被恢复综合技术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上述技术
的成功应用，我市多项建设工程被列为全国 水土保持示范项
目。如，2006 年 5 月，我市南坪快速路和雷公山石场项目被水
利部命名为“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示范工程”；2008 年 4 月，
我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行政学院和水官高速公路延长段
工程被水利部命名为“全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示范工程”
（六）加强宣传，提高全民水土保持意识。
宣重于罚、管重于治。我市在水土保持宣传方面坚持走多
层次、多渠道、全方位之路。以“水土保持进工地”、“水土保持
进社区”、“水土保持进学校”、“水土保持进党校”为主题，通过
上门服务、座谈、执法检查、普法活动等面对特定行政相对人
和普通社会公众的宣传，认真听取生产建设单位和社会公众的
意见和建议，最大程度地争取行政相对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理
解和支持，把法律对水土保持的各项规定转变为行政相对人的
自觉行为，把保持水土变为社会公众的一种习惯意识，形成全
社会关注水土保持、全社会抵制破坏水土保持的良好氛围，将
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惠及民生。
二、我市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市水土保持工作虽然
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以下几个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提高。
（一）水土保持法规体系建设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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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是我市水土保持工作最顶层的设计，是所有管理手段
的来源和依据。自 2018 年，我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加大行政审批“放管服”力度，启动“深圳 90”改革（即
建设项目从立项到施工许可,政府部门的审批时间不超过 90 个
工作日）以来，2017 年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
与实际工作出现部分距离，如备案制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新成果在现行法规中尚未体现，在法规体系中仍处于空白，对
违反备案相关程序的行为尚缺乏制约手段，且违法处罚额度偏
低，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力，对我市水土保持监管执法造成一定
阻力。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监管模式亟待建立。
近五年来，我市不断将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持续加大政
府系统改革力度，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进一步取消、下放、转移审批服务事项，进一步探索水土保持
方案行政管理新路径。目前，我市所有企业投资项目以及不在
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的政府投资项目已全部实行水土保持
方案备案管理，即来即办。水土保持方案实行备案制后，有近
70%原 审 批 项 目 转 为 备 案 管 理 ，一 方 面 极 大 地 提升了行政效
率，有利于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但另一方面实行告知性
备案后水土保持方案的质量把控，建设项目信息的正确传递在
事前均不在水务部门有效管理范畴，给后续水土保持事中事后
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切实服务于“放管服”改革的监管模式亟待
建立。
（三）施工期水土流失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我市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情况显示，生产建设项目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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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市城市水土流失的主要来源，据 2018 年全市水土流失面
积统计数据，生产建设项目占全市水土流失面积的 74%。虽然
《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规定生产建设项目主体工程设
计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要求和标准开展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施工
图设计及水土保持措施设置，但现行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基本
处于项目可研阶段，水土保持方案的后续设计未纳入基本建设
管理程序中。加之水务主管部门对水土保持后续设计缺乏有效
的监管手段，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基本未得到落
实，导致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未纳入工程概、预算。在没有落实
设计、没有经费保障的情况下，加之部分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
持意识不高，使得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无法落地，全市施工期水
土流失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四）水土保持监管方式需进一步完善。
自 2002 年以来，我市一直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由企业
提供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技术支持。但这种由企业单位承担政府
行政管理职能，难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此
外，由于监测手段落后，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监管主要依靠人工
现场巡查，水土流失情况主要依靠人工经验判断，水土流失危
害也是事后处置，无法满足全覆盖、高频率日常检查和台风、
暴雨等特殊天气条件下的巡查要求，水土保持监管实效有限，
难以适应当前水土保持工作高效管理需要，急需依靠高科技手
段提升水土保持监管效能。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深圳市水土保持工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以“补
短板 强监管”为重点，以“革新体制机制”为抓手，多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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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施策，不断推动深圳市水土保持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完善水土保持法规制度体系。
紧扣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特点，探索建立符合深圳建设特
点的水土流失防治的法规、制度、技术、标准、管理体系，系
统解决水土保持措施落地的问题。一是完善水土保持法规体系
建设，启动《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全面修订工作，认
真研究探索建立符合深圳特点的水土保持监管模式，切实落实
“放管服”要求，做到“放得下，管得住”。二是积极推动建立有
效控制施工期水土流失的管理制度体系，出台《深圳市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规定》，细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各
项要求，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打通法律法规与各 行业管理的
“最后一公里”；三是完善水土保持技术标准体系 ，出台《城市
水 土 保 持 技 术 规 范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设 计 要 点 》、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施工图审查指引》、《深圳市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分类管理制度》、《深圳市水土保持区划》等，为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计、施工等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撑。四是推
动建立水土保持长效管理机制，协调交通、住建、水务、城管
和工务等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将审批后的水土保持方案纳入
各项目主体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审查环节，落实水土
保持专项投资，确保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到位，同时协调住建部
门将施工期水土保持防治内容和要求纳入设计、监理、施工合
同格式文本，压实建设单位主体责任。五是积极推动成立水土
保持监督监测机构，加强监督检查队伍建设和人员保障，降低
履职法律风险。
（二）推动形成水土保持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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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关系到社会各领域和各个方面，是一项跨部门、
跨行业的协同性工作，只有生态环境、住建、交通、城管、水
务、工务等各级主管部门以及项目建设单位各司其职，各担其
责，形成工 作合 力 ，水土保 持工 作才能 更好地 向前发 展 。为
此，一是市、区水务部门应依法履行好水土保持主管部门的职
责，发挥好牵头作用，协调推进各项工作，并继续加大水土保
持监管力度，完善水土保持监管体系，突出重点，统筹统防，
确保水土保持监管实效。二是协调落实交通、住建、城管等行
业主管部门水土保持监管职责，推动各部门依法做好本行业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治理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全面落
实“管行业必须管水保”要求。三是协调发挥各职能部门的管理
优势，通过将水土保持违法单位纳入各行业不诚信名单，限制
其进入政府项目招投标等形式推动水土保持工作落实完善，推
动形成水土保持 多部门 、全链条监管合力。四是 严格监督执
法，进一步加大水土保持执法力度。对拒不整改或限期整改不
到位的，坚决严肃查处，依法顶格处罚，做到查处一批、震慑
一片、带动全局。五是加强与检察院沟通衔接，以监督线索来
源、重大案件协商、定期通报工作、现场联合督查、开展涉水
公益诉讼等工作机制，加大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力度。
（三）全力推动深圳市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
紧紧围绕我市水土保持工作发展定位，以不断提升信息化
和水土保持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为重点，以“健全智能感知体
系、实现水土保持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搭建水土保持智慧监
管平台、提升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信息服务、完善水土保持信
息化运行管理制度”为建设目标，通过高分遥感影像、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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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摄影、视频监控、泥沙监测、AI 识别等高科技手段，构建
与部、省、区、街道以及市相关职能部门横纵向对接、具有深
圳特色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信息一体化系统，实现水土保持业
务管理“可视、可知、可控、可量化、可预测”，以全面提升水
土保持监管效能，防范人为水土流失风险。
（四）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国策宣传教育。
持续开展“水土保持进机关、工地、校园、社区”等活动，
增强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学生及公众的水土保持意识，形
成水土保持工作全社会参与的局面。丰富并创新水土保持科技
示 范 园 内 涵 ，引 入 海 绵 城 市 、雨 水 花 园 等 理 念 ，建 设 “滞 、
蓄、渗、净、用、排”展示设施；引入互联网+科技园概念，建
立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网站和手机 APP，同步互动，拓展宣传
辐射功能，通过互联网，提高水土保持科普宣传辐射范围。
孔子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深圳水土保持工作的从
业者是智者，是能者，虽然水土保持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但我
们相信未来的 深圳水土保持将在智者以人为本的因势利导下
更加健康、全面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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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土保持角度浅析海绵城市设计
——以深圳市某中学为例
曾毅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深圳市 518000）

摘要：深圳市作为全国“海绵城市”试点之一在理念和实践上均走在前列，但也
有个别项目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未落实海绵城市理念。以深圳市某中学为例，从
水土保持专业角度，针对这一项目海绵城市相关设计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相
应的优化建议。
关键词：海绵城市

深圳市

案例 水土保持

1.前言
为从源头缓解城市内涝、削减城市径流污染负荷、节约水资源、保护和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国家提出建设“海绵城市”的理念。在国家住建部、财政部、水
利部组织开展的全国海绵城市试点城市 2016 年度绩效考核工作中，以光明新区
凤凰城为试点区域的深圳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考核得分位列第二批 14 个试点
城市第 1 名。尽管深圳市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及实践上均走在全国前列，但仍有
个别项目由于规划未先行、设计不合理、投资计划不足等因素，导致无法落实海
绵城市建设理念。
海绵城市建设途径主要包括保护城市原有生态系统、生态恢复和修复、低影
响开发等[1]。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
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自然净化，使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
2.案例分析
当前，海绵城市设计模式化、形式化较严重，而缺乏对场地地形和地质条件、
气象及水文状况、建筑形式及功能等差异的分析研究。另外，海绵城市设计涉及
建筑、结构、给排水、水利、景观等多个专业，相对单个专业的设计工作更繁杂。
部分设计单位的配合专业不足，且以合同约定或批复用地红线为设计边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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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边界的外围汇水不予考虑，或者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导致海绵城市设
计没有针对性，也无法与项目外部海绵设施系统顺利衔接。
本文从水土保持工作实际出发，结合深圳市某中学项目具体案例，提出优化
海绵城市设计的建议，以期对后续类似建设项目落实海绵城市理念起到积极的借
鉴作用。
2.1 项目背景
拟建中学项目位于光明新区高新东片区，项目区东至南侧被新城公园环绕，
西侧为现状市政道路——公园路，交通便利，生态环境良好。现状场地北侧和西
侧较低，东侧和南侧依牛山山势逐渐升高，最大高差近 9 m。场地标高介于 26.38～
36.47m，大部分为荒地，密生杂草及野生小灌木。
场地南部区域有一片近似长方形的水塘，总面积 7600 m2 左右。少雨季节塘
内水量较小，水深约 0.3～1.2m，有水面积仅 1000～2000 m2，集中聚集于水塘
西侧；雨季塘内积水满布，水深约 0.5～3.0m。场地南部小丘坡脚分布的小河沟
与水塘相连，水塘中的水流入下游小河沟。沟中水自东南向西北流向公园路，排
入市政雨水管道。
由于该中学场地整体地势较东侧的新城公园和南侧小丘低，现状新城公园内
部分汇水通过已建成的园路边沟、生态草沟或者顺地势散排至本场地内。水塘及
其周边湿地充分发挥着积蓄雨水、净化污染、保持水土等作用。
2.2 工程设计
在方案设计阶段，主体工程设计保留部分现状水体，并对其边缘形状进行修
整、美化，岸坡进行改造和绿化，塘底适度清淤，形成人工湖。主要建筑布设于
水体周边，各建筑屋面雨水经人工湖收集、初步净化，在少雨季节可作为绿化浇
灌、道路冲洗等水源。另外，在北侧宿舍楼周边布设雨水收集回用装置。一方面
实现了雨水资源化，另一方面也减轻了雨水管网的压力，避免对公园路现状管网
及交通造成较大影响。竖向设计方面，各建筑基本依照现状地势布置，基本可维
持现状地表水文特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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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体工程方案设计与现状地形对比图（引自《深圳市某中学方案
设计》，深圳机械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2013 年）
除未充分合理地规划用地外围汇水的排放路径外，此方案设计大致符合海绵
城市的建设理念。但是，在本工程扩初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出于对其使用功能、
安全性及投资控制要求等因素的考虑，建筑、竖向、排水、景观设计等与方案设
计相比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人工湖完全被填平成为绿地；东西部之间的高差缩
小，整个场地趋于更加平坦；校园排水系统的规格相应整体增大，以便于更快地
排走屋面雨水。
2.3 设计优化建议
2.3.1 保留人工湖
建议按照方案设计的思路对该中学的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进行细化和深化，适
当保留原场地内的水体，发挥其“海绵体”的功效。同时，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
应对水体深度、溢流装置、水质保障及水体围护方式等进行科学设计。
2.3.2 生态式排水沟
现状坑塘及其下游河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雨水的下渗，削减了洪峰流量，
减轻了公园路及其下游市政管网的排洪压力，也使南侧含果林面源污染的坡面汇
水得到了初步的净化。主体设计拟在场地东侧至西南侧红线外围布设一道钢筋混
凝土排洪沟。如此一来，场地外围汇水虽能顺利排走，避免对校园造成影响，但
雨水的积存、渗透、净化便完全不可能实现。建议在充分计算外围汇水量的前提
下，将校园外围硬质截洪沟更改为适宜规格的生态式排水沟。
2.3.3 临时排水与沉砂措施
“一马平川”式的场地平整方式虽有利于建筑、道路和给排水等管线的布设，
但相应地增加了土方的开挖和外弃量，可能加剧其它区域的水土流失。若本项目
分区域按不同高程进行场平，则汛期施工过程中需更加注意临时排水、沉砂措施
的动态布设和衔接。水塘及河沟作为现有排水措施应充分利用，前期暂不回填，
作为大沉砂池及排水沟，主要控制出口处泥沙含量，即场平前期水土流失防治重
点在于“源头消减”和“末端控制”。随着各块场地开挖及回填工序的完成，逐
块细化临时排水沟及逐级沉砂措施，即后期水土流失防治重点在于 “中间拦截”。
将城市水土保持与海绵城市相结合，主要是在低影响开发系统在雨水控制利
用中的措施配置体现，措施的选择应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同时也要兼顾经济有
效性和简单易行性[2]。
2.3.4 透水铺装
3

为便于学生活动，本项目校园内设计有较大面积的硬化地面，如入口广场、
篮球场、环形跑道等，另外还有外围的消防车道等，也应尽量采用合格的透水材
料进行铺装，以增加雨水的下渗。
3.反思与建议
海绵城市理念落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主要包括规划层面引领作用不足、
设计层面因地制宜不足、建设单位资金统筹不足等。在由政府主导建设、占据环
境优势的良好条件下，深圳市某中学项目最终未成为低影响开发的优秀案例，实
为憾事。作为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方，笔者深刻意识到“海绵城市”的建设
方针亟需落到实处。从项目的决策层，到各专业设计人员，再到施工人员，均须
扭转观念、转变思路、调整做法。政府部门首先应扮演好“决策者”和“指挥者”
角色；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好“设计者”和“建设者”、“养护者”；社会公众要
做海绵城市建设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从上至下通力配合，创造优美人居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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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土生态理念在深圳市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中的实践
党晨席 1，刘静 1，郑佳丽 2
（1.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2.深圳市水土保持办公室，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福田河位于深圳经济特区中心区，是深圳市重点水环境整治工程之一。该工程采用“防

洪排涝、污染治理、景观建设和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多位一体的设计理念实施河道综合治理，
工程设计、施工历时 6 年，建成运行 3 年来，现已成为深圳广大市民亲水、休闲、娱乐的重
要水环境载体。福田河“生态治河、综合整治、流域治理”的治河思路，赋予水土保持重要
地位，水土保持工程作为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打造生态、自然河道的
重要手段之一。该工程水土保持工作严格执行了《水保法》三同时制度、发挥了水土保持公
益价值；大量水土生态理念及生态材料的应用，有效保护了水土资源、植被资源，实现了弃
渣综合利用；水土保持在建设人水和谐的河道水生态环境方面效果明显，是深圳市建设生态
文明中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典范。
关键词：福田河水土保持；三同时；水土生态理念；土石方综合利用；综合效益

The practice of Urban soil and water ecosystem concept in Futian River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project
Dang ChenXi, Liujing，ZhenJiaLi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ShenZhen Warer Resourse Municipal，518036，Shenzhen，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jor water environment rehabilitation projects in Shenzhen,
with the all-in-one design concept of flood control, Pollution Treatmen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remediation, Futian River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project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creation place for local
populations after 6 years of construction. As its important componen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river.
The project carried out the three-simultaneity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Law strictly,
applying various ecological material to protect plant resources,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Besides, the project recovered discard soil and dregs. Futian River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project is really the best exampl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or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Shenzhen.
Key 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f Futian River，Three at the same time，Soil and water ecos
ystem，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earthwork，Comprehensive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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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境内无大江大河，其中流域面积大于 100km2 的河流有 6 条，100km2 以下的河流
有 324 条[1]，河道雨源性特征明显，雨季河水陡涨陡落，旱季径流偏少，缺乏水环境容量，
稍有污水入河即会造成严重污染[2]。伴随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进程，多条河流出现污染事件，
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和城市形象。对此，市民反应强烈，要求还市民一个蓝
天、一片碧水、一方净土，自 2006 年起，深圳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河道人居环境的改善，先
后对福田河、大沙河、观澜河等在内的 531km 长的境内河道进行了采用“防洪排涝、污染治
理、景观建设和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多位一体综合整治，显著提升了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

1

河流水生态建设对水土保持的需求
水土保持作为城市河流水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为“生态治河、综合整治、流域

治理”的治河方略提供服务功能。具体需体现以下水土生态建设方向：
（1）整体性：水保设计作为主体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工程施工期各环节水土流失
防治工作，对主体设计未考虑到或不够的环节进行补充设计。
（2）综合性：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是水土保持的两项重要措施，这两项措施能够相辅相
成，互相补充，增强防治效果。
（3）生态性：充分发挥滨水河道的自然特色，结合主体工程景观设计及周边城市公共绿
地现状，水保措施运用质朴亲切的自然材料和适宜的植物措施进行水土生态修复，营造一个
绿色、亲水的原生态自然环境。
（4）适地适树：尊重地域的自然生态特征，考虑当地气候特点，采用当地的乡土植物物
种，维护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时，利用改造契机重建和恢复遭人为破坏原有水土
流失区域。
（5）经济性：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力求经济、有效，并避免与主体工程重复投资；同时，
水保设计通过优化土石方平衡、原有植被保护再利用等方式，为主体工程节约投资。
（6）效益性：坚持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的原则。在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恢复植被的同时，各项治理措施在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情况下，还应做到因地制宜、施工材
料也要尽量就地取材，以便节约投资。

2

工程实例
福田河为深港界河——深圳河的支流，位于深圳市市区中心，干流全长 6.8km，流域面

积 15.9km2。本次整治 3.9km，工程防洪标准为百年一遇，等级为大（2）型水利工程，用地

2

2

[3]

总面积 71.74hm ，总投资 3.58 亿元 。主要建设内容：①河道生态驳岸改造、②沿河景观、
③水质改善、④初雨收集系统、⑤水土保持工程等部分。

图 2.1
Figure

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平面图

2.1 Layout of Futian River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project

我院在同步开展水保工程设计的同时，在可研阶段（2008 年 9 月）完成了《福田河综合
整治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2009 年 04 月，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 4 个标段水保施
工图通过审查，并作为单项工程完成施工招标；2009 年 6 月开工前，市水务局委托深圳市深
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水保监测甲级第 042 号）开展了为期 3 年的水保监测工作；2012 年 04
月，深圳市水务局组织完成了水保评估、验收工作，随即投入运行。
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于 2012 年荣获“大禹奖”，水土保持方面工程严格执行了水土保持
三同时原则，在其项目报建、水保理念应用、水保措施落实、创新及水保监测方面，在深圳
地区具有一定的示范推广意义。

3

水土生态理念实践

3.1 特点分析
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主要从河道防洪、截污治污、清淤、建闸补水、水质净化、生态修
复、景观绿化等方面进行综合整治，其中河道驳岸改造、初期雨水池、景观园路、人工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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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地形再塑等工程对原状地貌造成不同程度的扰动，伴随大量土石方导运，易诱发新增水
土流失。本工程水土流失及其防治具有以下特点：
（1）水土流失治理难度较大：沿线性河道实施的各项整治工程，将在河道沿线两侧造成
植被破坏、表土剥离等水土生态干扰，造成水土流失呈线性分布。
（2）土壤侵蚀强度较大：河道拓宽范围广、土石方量大、施工面坡度普遍较陡，因此，
开挖土体极易流失，强降雨冲刷和重力综合作用下，土壤侵蚀强度大。
（3）生态敏感：各工程围绕河道（水土流失敏感区）范围施工，水土流失极易造成淤积
河道、妨碍正常施工和后期运营等潜在危险。
表 3-1 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水土保持相关特性表
Table 3-1 Features table related to the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plan

特性

参数

特性

参数

土壤类型
植被类型

花岗岩赤红壤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气候类型
地貌类型

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73.89hm

2

项目建设区（hm ）

2

73.05hm

2

损坏水保设施面积（hm ） 58.26hm2

防治责任范围（hm ）
扰动地表面积（hm ）
3

挖方量（万 m ）

低山丘陵+冲积平原

2

50.69 万 m

2

71.74hm

2

2

3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1292.86 万元

3

3

弃方量（万 m ）

1.38 万 m （河道底泥）

独立费用（万元）

1065.60 万元

3.2 环境分析
福田河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属深圳河的一级支流。干流全长 6.8km，流域面积
15.9km2。流域上游为低山丘陵区，平均地面高程 23～10m，植被覆盖良好；中、下游为已经
开发建设的城区，地面坡降平缓。治理前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1）河道防洪能力低、易受涝：全线河道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河道防洪能力低，河道护
岸硬质化、“三面光”现象突出，河道护岸损坏较多。福田河曾于 1989 年进行了全面整治，
设计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随着深圳城市建设发展，河道流域面积有所增加，下垫面性质由
原有的农田、坡地等逐渐演化成城市道路、建筑等用地，降雨汇流时间、下渗量等都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河道防洪能力有所降低；且上游河道大部分护砌损坏严重。
（2）河道景观缺失、亲水性差：①河流形态单一，基本呈直线。自然河流中主流、浅滩
和急流相间的格局被改变，导致浅滩中的湿地消失。②缺乏与周边环境联系。原始河道护岸
硬质化现象突出，破坏了河岸植被和水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基础，阻止了河道与河畔植被的
水、气循环，致使河道流域自然净化能力丧失。另外，河道处于中心公园之中，一侧部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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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相邻，而原始河道混凝土或浆砌块石梯形明渠的形式，生硬、单调、不具有亲和力，
无法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缺乏联系性。③可达性差，没有很好地利用亲水空间。原始河道
部分被乔、灌木封堵，没有亲水空间，严重阻碍了行人与河道之间联系。居民无法享受到亲
水环境。
（3）水质污染严重：福田河流域建成区已建成分流制排水系统，为雨污分流和污水的收
集提供了保证。但是由于错接乱排、管理等因素，治理前仍存在大量雨污混流现象，使得污
水未经处理就直接进入水体，造成河道水体严重污染。

3.3 设计理念及目标
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以“生态水务、效益水务、民生水务”为建设目标，以“生态治河、综
合整治、流域治理”为治河思路，采用“防洪排涝、污染治理、景观建设和水土保持、生态修
复”多位一体的理念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充分利用空间，按照能弯则弯、能宽则宽的治河原则，
打造安全、生态的河流和公园融合景观，提高公园人气，提高水环境质量[3]。其中，水土保
持工程目标、理念如下：
（1）实现《水保法》三同时、发挥水保公益价值：通过落实水保三同时原则，使水保方
案、水保设计施工图、水保监测、水保验收等工作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的社会公益
性价值。
（2）结合主体布置水保措施，有效保护水土资源：通过分区设计水土保持永久、临时、
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水保措施体系，有效发挥施工期保持水土、保障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同时，
水保永久措施力求景观化处理，措施布局考虑与主体工程、周边环境的协调，使水土生态得
到有效修复。
（3）保护植被资源、实现生态文明：通过对原始植被的调查，提出切实可行的优良植被
保护方案，通过迁植、假植等措施，最大限度保护现有植被。
（4）保护土壤资源、弃渣综合利用：分析提出全线土石方调配平衡方案，通过地形再塑、
营造微地形，实现工程弃土完全自身消化。
（4）水保措施切实可行、杜绝重复投资：水保措施布局综合考虑主体设计（绿化、排水
等）、施工文明措施设计（施工围挡、临时排水、沉沙池等），详细复核后开展设计，避免
具有水保功能的措施重复设计、重复投资。
（5）推广水保生态理念、应用生态材料：通过水土保持生态理念、生态材料的应用，实
现水保与景观的融合，打造近自然、生态型城市河道，同时，加强与主体设计的沟通，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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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保护土壤、植被、地貌的水保理念，严格执行水土保持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案、现有植被
保护方案等，实现本工程生态文明建设。

3.4 总体布局
福田河地处深圳中心城区，生态景观改造工程造成线状水土流失，加之工程土石方量较
大，水土保持任务重要。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设如下：（1）施工准备期：针对场地平整、苗
木清理等施工环节，提出表土保存、植被保护措施。（2）施工期：根据主体工程项目组成及
其水土流失特点，分区分类布置水土保持措施。在利用工程措施控制性和速效性特点的同时，
充分利用生物措施的长效性和景观效果，形成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结合互补的防治体系。根
据工程建设的特点、地貌类型、项目区侵蚀类型及工程施工工序的不同，将本工程水土流失
防治范围划分为以下九个区域进行防治：
表 3-2

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分区布局

Table 3-2 layou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Futian river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project

责任分区

2

防治分区

防治面积 hm

河道驳岸改造区

26.51

沿河下穿通道

0.16

驳岸开挖土方调配、开挖面临时防护、驳岸生
态处理
出渣防护、后期顶部复绿

田面箱涵

0.10

临时排水、拦挡措施为主

顶管施工区

0.37

泥浆收集处理

主要构筑物区

0.37

基坑临时防护、后期原状回复公园绿地

滞洪人工湖区

3.70

地形再塑区

31.83

临时堆料生活区

1.20

沿线绿化工程区

8.92

提出造林时堆土管理要求

/
上下游河道（各 50
米范围）
河道两侧
（河道范围线以外 5
米范围）

71.74

/

项目建设区

小计

直接影响区

措施布局重点

湖区开挖土方调配、建立场地内的临时排水、
沉沙系统
对堆土体安全稳定性进行评价；堆土期间布置
内外排水、沉沙系统；后期进行植被恢复
临时拦挡、覆盖措施、洗车池等为主，后期复
绿

0.14
加强施工管理，控制施工期扬尘污染为主
2.01

小计

/

2.15

合计

/

73.89hm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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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生态修复成效
福田河“生态治河、综合整治、流域治理”的治河思路，赋予水土保持重要地位，水保

工作贯穿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各环节，水土生态建设理念在整个工程中得以充分体现，水
土保持在建设人水和谐的河道水生态环境方面效果明显。

4.1 水土资源保护效果
（1）水保措施全面落实，水土流失总治理度高：工程实际建设期间，由于将水保工程施
工图纳入了施工招标，保证了所有水保措施的落实，共投入专项水保费用 1065 万元；同时，
在主体工程生态治河方向下，保证了福田河整治期间所有裸露地均采取了系统的水保临时措
施和生态长效的永久措施，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8%以上，减少水土流失量达 1.75 万 t[4]。

图 4.1 施工期驳岸临时覆盖措施

图 4.2 竣工后驳岸水土生态修复实景

Figure4.1 Embankments temporary cover

Figure4.2 Real-world photos after ecological recovery

（2）原有植被得到保护，水保设施有效保存：
工程之初，福田河整治工程拟将沿线中心公园、河道沿线的原有植被全部清除，合计需
清理植被面积 31.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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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原有需清理植被（中心公园内）

图 4.4 需清理植被（原河道沿线）

Figure4.3 The original vegetation in the central park

Figure4.4 The original vegetation in th river

水保工程提出了现有植被保护方案，对胸径≥20cm 的优良乔木或冠幅≥80cm 的园林灌
木，给予迁植保护，就近移植到公园其他绿地或本工程堆土区、裸露迹地等临时用地范围；
部分乔、灌木采用假植保护，后期回种用于场地堆土塑造山区绿化。
（3）土壤资源有效保护、弃渣得到科学利用：
主体工程原设计挖方量为 50.69 万 m3,填方 2.21 万 m3，利用于河道低洼地、滞洪区、挡
土墙墙背填土后，最终产生弃土总量 48.48 万 m3。
水保工程提出“弃土场内消化、营造公园自然地貌景观”的理念，通过与主体设计深入
沟通，将工程建设土方就地平衡形成 4 处小山丘，最终实现了 48 万立方弃土的场内平衡；同
时，塑造出了山峦起伏、山水相依的立体质感自然地貌，使两大公园整体景观水平大幅提升。

图 4.5

余土就地堆山造形

图 4.6

Figure4.5 The construction waste and soil piled up into a hill

堆山施工期临时绿化

Figure4.6mporary gree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4.2 改善人居环境效果
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按照“能弯则弯、能宽则宽”和“上蓄下泄”的原则重新构建河流
形态，打造安全、生态河流。治理后的福田河大大提升了中心公园人气和水环境质量，目前
已成为广大市民休闲、体验水、土自然生态的良好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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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水质明显改善
Figure4.7 Water i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图 4.8 人居环境及景观提升
Figure4.8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advanced

4.3 创造综合效益、节约工程投资效果
（1）实现防洪安全：本项目通过改造驳岸、部分明渠段加高堤防等措施，使改造范围内
的明渠段河道达到规定的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以工程建成前后淹没损失的差值作为本工程
的防洪效益，项目的防洪效益为 856 万元。
（2）改善河道水质：本项目通过截污、补水等措施，改善河道水质，使其基本满足景观
水体标准，在此基础上，按照近生态走廊要求，修复河道水生态。
（3）景观提升：本工程是依托河道原有流向进行生态景观改造的新型城市河流。通过本
工程生态景观改造，协调了河流与游憩功能的关系，丰富了原有单一的河流防洪功能，营造
生态河流的特色，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休闲健身、游憩和观赏的开放式城市生态河流。
（4）水保效益显著：通过水土保持土石方调配方案，实现了近 50 万方弃土的合理利用，
为工程节省外运弃土费用近 1500 万元。通过植被保护假植方案，保护了现有水土保持设施
31hm2，后期回种，为工程节省投资 200 万元。同时，通过布置水土保持临时、永久、生物等
措施，减少水土流失量达 1.75 万 t，基本防止了工程施工对周边市政雨水管网、渠道的淤积，
保障了主体工程顺利、文明施工。另外，水土保持所提倡的生态袋、石笼、乱石滩涂（工程
挖石料再利用）、透水砖等生态材料的大量应用，营造了自然生态河流景观，有利于保护和
丰富河道生物多样性。

4.4 水土保持推广示范效果
（1）完备的水保工作内容：
本工程建设过程水保报建手续齐全，水保方案审批、水保专题施工图设计、施工招标及
历时 3 年的水保监测工作开展，保证了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的完备，发挥了水土保持“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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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性工程技术文件”的行业特点，这在深圳地区同类生产建设项目中少有，是转变以往水土保
持“重审批、轻落实”不良局面的示范工程，也是响应目前国家对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加强实际措施落实的成功案例，值得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中推广。
（2）先进的技术、材料应用：
为体现生态河流治理目标和达到低碳、环保、节能的要求，工程设计采用了许多新技术
及新材料，如透水石笼（原有拆除弃石可利用）、植生多孔砼预制块、透水砖、乱石滩涂、
三维土工网、生态袋护坡（内装利于植物生长的培植土）及生物砖排水沟等，大量应用与河
道驳岸、堆土复绿等方面，效果良好，值得建设项目中推广应用。

假植植物回种利用

堆土造地消化土方

施工迹地植被恢复

植草驳岸处理
透水砖路面

乱石驳岸处理

石笼驳岸处理

图 4.9

福田河生态材料应用效果实景图

Figure4.9 A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material in in Futian
river

另外，本工程大面积堆土塑山区为水土流失动
态监测提供了良好平台，2011 年，市水务局将本工
程已修整造型的堆土区设为作为全市水土流失动
态监测点，并采用径流观测小区技术方法，对堆土
区水土流失进行长期、动态监测，目前运行良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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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1）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作为深圳市水务样板工程之一，在前期设计、施工、验收等环节

严格执行了水土保持三同时原则。水土保持作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其综合效益
得到了最大化体现。
2）本工程实现了水保设计与主体设计的同步开展，保证了水保设计措施纳入施工招标而
全面得到落实，是响应目前国家对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加强实际措施落实的成功案
例。
3）本工程所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植被、土壤保护措施、土石方综合利用等，实现了与
主体河道、景观工程的融合，有效发挥了保护水土资源、植被资源、有效利用弃土、大大节
约工程投资的作用。
4）本工程所采用的透水石笼（原有拆除弃石可利用）、植生多孔砼预制块、生态袋护坡
（内装利于植物生长的培植土）、乱石驳岸、透水砖等新材料、新技术，对生态河道的建设
发挥了明显效果。
5）面对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落实率低、弃土处理难度大、水土保持与主体设计沟通薄
弱等问题，福田河综合整治水土保持工程通过前期尽早介入模式，建立了良好的与主体设计
沟通平台，实现了土石方场内平衡、生态材料大量应用、水土保持投资保障及措施切实可行
等诸多难题的解决，值得各类建设项目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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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主要做法
深圳市水务局

郑佳丽

近年来，按照水利部的统一部署，深圳市水土保持工作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强监管补短板”为重点，以“革新体制机制”
为抓手，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抓大放小，强化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遏制了人为水土流失的发生，
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已下降至 2018 年底的 25.69 平方公里，仅占
陆域面积的 1.29%。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多措并举，实行最严格的水土保持监管制度。
近年来，生产建设项目已成为我市城市水土流失的主要来
源，约占全市水土流失面积的 74%。生产建设项目的监管已是
水土保持强监管的重中之重。为此，我市水土保持监管工作紧
紧围绕“看住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目标，聚焦“发现问题、认
定问题、严格追责”三个要素，统筹考虑法制、体制、机制和
人员设备等问题，建立系统完备、职责明确、严格高效、规范
有序的监管体系，在此基础上实行最严格的监管，确保快速突
破、取得实效。一是精准发现问题。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专
项检查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高新技术手段，
实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监管全覆盖。同时畅通渠道，发挥
好群众举报和社会监督作用，及时精准发现水土流失问题。二
是科学认定问题。针对不同对象、不同主体的特点，全面梳理
建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问题清单；针对存在问题，通过现
场督促整改、下发整改通知书、召开现场协调会、移交执法等
方式，督促生产建设单位全面落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同时，

抓大放小，突出重点，加大对风险等级高的项目的监督检查频
次，提高检查人员层级，便于及时发现水土流失隐患，及时督
促整改，从制度上减少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的发生概率。三
是严格追责。综合采取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约谈通报等手段，
严厉查处“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未开展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未按要求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已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等水土
保持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查处一批、震慑一片、带动全局。同
时，对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纳入深圳市水务局不良行为记
录，并报送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记入诚信档案，逐步实
现违法主体“一处受罚、处处受限”。
二、部门协同，推行水土保持多部门联合监管
水土保持工作关系到社会各领域和各个方面，是一项跨部
门、跨行业的协同性工作，只有生态环境、住建、交通、城管、
水务、工务等各级主管部门以及项目建设单位各司其职，各担
其责，形成工作合力，水土保持工作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为
此，我市通过修订《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 》，以法条形
式明确“管行业必须管水保”，切实落实交通、住建、水务、城
管、工务等行业主管部门水土保持监管职责，依法做好本行业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治理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并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市交通运输局还配套出台《关于切实加
强交通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从源头机制上落实交
通工程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同时，我市加强了各部门横向
配合，组织对东部过境高速、深圳外环公路、新建赣州至深圳
客运专线项目（深圳段）、沙湾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等
重大项目开展联合督查，强化监督检查实效。另外，发挥各职
能部门的管理优势，通过将水土保持违法单位纳入各行业不诚
信名单，限制其进入政府项目招投标等形式推动水土保持工作
落实完善，取得明显效果。如部九窝余泥渣土受纳场二期项目

在运营过程中未做好水土保持工作，且屡教不改、已造成严重
水土流失危害，后经协调,市住建局暂停运营管理单位在市建
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投标资格，时限半年，极大促进了整改工
作落实，如今部九窝余泥渣土受纳场由“昔日渣土山”变为“今日
满眼绿”，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 1.1 平方公里。
三、力补短板，完善水土保持管理技术体系。
现行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基本处于项目可研阶段，水土保
持方案的后续设计未纳入基本建设管理程序，水土保持工程的
投资亦未纳入工程概、预算。在没有经费保障的情况下，施工
单位没有动力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落到实处，水务部门“兜底
式”监管经常处于被动局面。为此，我市水土保持工作紧扣施
工期水土流失防治，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开拓思路，探索建立
符合深圳建设特点的水土流失防治制度、技术、标准、管理体
系，系统解决水土保持措施落地的问题。一是积极推动建立有
效控制施工期水土流失的管理制度体系，出台《深圳市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规定》，细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各
项要求，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打通法律法规与各 行业管理的
“最后一公里”；二是完善水土保持技术标准体系 ，出台《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指南》、《城市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计要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施工图审查指引》等，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设计、
施工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撑。三是推动建立水土保持长效管理机
制，协调交通、住建、水务、城管和工务等各行业主管部门依
法将审批后的水土保持方案纳入各项目主体工程初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及审查环节，落实水土保持专项投资，确保水土保持
措施落实到位，同时协调住建部门将施工期水土保持防治内容
和要求纳入设计、监理、施工合同格式文本，压实建设单位主
体责任。

深圳市水库消涨带水土生态修复技术体系研究
党晨席 1,郭睿 1,宋维念 1,郑佳丽 2
（1.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水土保持设计所,广东 深圳 518036;2.深圳市水土保持办公室,广东 深圳 518036）
摘

要

消涨带问题是国际上普遍关注的生态难题，水库消涨带所造成的库岸水土流失、面源污染等问题，对水库安全运

行及水质危害明显。本文对深圳地区水库消涨带现状及生态特点进行分析，认为恶劣的库岸土壤环境和稀缺的两栖植物品种，
是导致修复困难的核心因素。本文从水库消涨带可修复范围论证、水库消涨带类型划分着手，针对水库实际运行高水位和低
水位及上下各 2m 高差范围提出了消涨带水土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并提出了“6 类整地+6 种两栖植物群落”的修复模式，采
用工程辅助措施营造岸坡植被生长的土壤环境，选择适生两栖植物进行造林复绿，以实现库岸造林的高成活率和植被的高覆
盖度。该修复模式在深圳地区尚属首例，可为深圳及南方红壤地区地水库消涨带水土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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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il and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of
the drawdown zone of reservoir in Shenzhen
Dang ChenXi1， Guo Rui1，Song WeiNian1，Zheng jiali2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ShenZhen Warer Resourse Municipal，518036，Shenzhen，China）

Abstract:Ecological issues on the drawdown zone of reservoir has gained widely attentions. Soil erosion on reservoir bank and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drawdown zone has threaten the reservoir operation and drinking water safety . The
actuality and feature of the drawdown zone of reservoir in Shenzhen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n that the poor
ecosystem and losing of amphiphyte are the key issues on drawdown zone repairment .An soil and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s proposed, which aims at the area between the actual running level and the low level of reservoirs and the upper and
lower 2 meters high tolerance range. And the "6 kinds of soil remediation system +6 amphibious plant community" restoration
scheme is proposed too , which devoted to repair soil environment on bank slope by engineering measures, and select suitable
amphibious plant which have high afforestation survived rate and high vegetation coverage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n the drawdown zone of reservoir in red soil region of South China.
Key words:drawdown zone of reservoir; the recoverable area; type of the drawdown zone; the soil environment of bank slope;
amphiphyte;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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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位的自然涨落或水库运行调蓄的影响，在江河湖库的水面附近坡面形成了涨水水位与落水水
位间的落差带，带间水土生态环境恶劣，这便是我们常说的消涨带。水库消涨带因在水浪冲刷、淹没作用
下，造成库岸淘蚀、塌方、库容淤塞等土壤侵蚀危害，危及水库运行的安全，降低水库的蓄水寿命；同时，
该区域立地条件恶劣，土壤、植被、动物等生态系统缺失。因此，营造水库消涨带水土生态环境，对增加
库区生物量、减少水库淤积、延长水库寿命、保障饮用水安全、维护库区水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消涨带属典型的水陆生态过渡带，消涨带及其植被作为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国外即对其开展研究，并成为流域生态学各专业研究的焦点[1]。根据学者研究重点不同，有
河岸带、湖岸带、消落区、消落带、水位涨落带、涨落带，不同称谓。近年来，国际上关于水陆交错带的
研究十分活跃，消涨带湿地已成为美国自然经营和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2]。国内消涨带的研究起步较晚，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水库消涨带生态修复方面仅为一些小面积试点，且大部分为筛选水陆两栖植物为
研究重点。其中，黄川等三峡课题组，针对三峡水库两岸存在的高差 30m、面积达 350km2 的消涨裸露带
问题，对两栖植物的适生性开展了研究[3]。林建平等在广东省新丰江水库开展铺地黍(Panicum repens)在库
岸消涨带植被护坡的试验、研究工作[4]。莫熙穆等在广东局部地区发现榕属的一种(当地称之为水榕)能忍
耐长期洪涝和干旱

[5]。当前，系统论证消涨带范围、分类及提出措施体系的研究在国内较少。笔者从分析

水库消涨带类型及立地现状着手，通过两栖植物适生性分析，论证消涨带水土生态可修复范围，进而提出
针对性的修复措施体系；并期望通过后续效益分析与观测，得出几种适用于深圳地区乃至南方红壤地区水
库消涨带水土生态修复的成功模式进行推广。

1 研究区概况
根据《深圳市 30 座饮用水库水源保护林建设方案》的调查成果，全市饮用水库消涨带面积达 9.20 km2，
绝大部分裸露，无植被覆盖，少部分存在崩塌，基本无植被覆盖，水库消涨带问题现已经成为深圳各大水
库最重要的生态问题之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6]。
深圳地区水库消涨带范围主要土壤类型为砂页岩赤红壤和侵蚀赤红壤，土壤层多被剥蚀，养分淋失严
重，抗侵蚀能力弱，易引发库岸崩塌、碎落等水土流失危害[7]。各水库消涨带水土生态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大部分水库水位消减频次多，水淹旱晒交替出现，消涨带范围立地条件差，一般植物难以生存；
（二）
相对于河流漫滩或湖泊滩涂，
水库岸坡不仅消涨带落差大，而且绝大部分坡度较陡（通常 12º～60 º或以上），
土壤养分淋失严重，土壤侵蚀强度很大；（三）瘠薄而极端的环境，造成消落带范围基本裸露，最高水位
以上 1～3m 范围基本无乔木，只分布有一些灌木植被；（四）消涨带生态群落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指数，与
消涨带坡度因子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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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及方法
2.1 理论基础及方法
水土生态修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修复的一种类型；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群落和物理环境两大部分所
组成；生物群落是生态系统的主体，而水土资源则是物理环境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保持住水土资源，就能
拉长生物链，保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从而增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物群落与水土保持的互为促进，能
够形成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8]。因此，维护和修复水土生态系统是保护生态系统的根本[9]。
消涨带作为水库水源保护区最后一道生态防线，需要其发挥稳定库岸、防治水土流失、减少水库淤积、
防止面源污染、修复水库水陆交错带生态、修复消涨带景观等生态功能[10]。消涨带水土生态的修复与水库
运行水位频变、立地现状类型、适生树种选择、岸坡土壤环境四方面具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对深圳地区水
库消涨带现状及生态特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恶劣的库岸土壤环境”和“稀缺的两栖植物品种”，是导致
修复困难的核心因素。因此，水库消涨带区域，应通过人工辅助措施，为该区域植被重建营造适宜的生长
环境，实现该区域植被的恢复、生物多样性的重建及水土流失的控制目标。
2.2 研究内容
围绕上述目标，本文拟开展以下研究：（1）消涨带范围论证；（2）消涨带类型划分；（3）适生水
陆两栖植物选择；（4）营造适生的土壤立地环境。

3 结果与分析
3.1 水库消涨带范围论证
水库消涨带范围与水库功能及运行情况密切相关，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运行方式的水库，其消
涨带范围截然不同。
（1）理论范围：根据水库消涨带的定义，理论上不论何种功能的水库，其消涨带理论范围应为正常蓄
水位与设计死水位区间。
（2）实际范围：根据水库消涨带的形成特点，其实际为水库运行期，保持较长时间的运行高水位与运
行低水位间的岸带。根据水库类型不同，其主要特点见表 3.1。
表 3.1 水库分类及消涨带特性表
编号
1

水库类型

消涨带范围

主要特点

雨源补给型调蓄

季节性蓄水高水位与低水位间，一般水位在正常蓄水

水位消落变化频次小，落差范围小，消涨

水库

位及以下 6～8m 范围

带水土环境、植被环境较好。

季节性雨量补给和水库供水补给造成的运行高水位

水位消落变化频次大，落差范围大，水位

与低水位间，一般水位在正常蓄水位及以下 8～12m

变化受供水调蓄运行影响很大。消涨带整

范围。

治难度大。

雨源、引水补给
2

型调蓄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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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修复范围：由于消涨带立地条件恶劣、生境极端，即使是水陆两栖类植物也很难在完全淹没的
生境下成活，若对所有消涨带范围进行造林复绿，势必工程实施难度大、成效差、易造成投资浪费。因此，
结合以往深圳地区水库消涨带整治的经验，笔者认为水库消涨带的可修复范围确定为：“较长时间裸露在
水面以上，明显造成库岸水土流失、景观影响度大的消涨区，常水位以下 4m 落差、以上 2m 落差范围”。
3.2 水库消涨带类型划分
通过对深圳地区各水库消涨带立地现状的调查了解，以坡度（25 º）为分界，对水库消涨带进行了分
级分类，见表 3.2。
表 3.2 水库消涨带坡度分级统计表
编号
1

消涨带分类

立地条件

<25 º岸坡

坡度适合植物直接生长，根系深入土

（缓坡消涨带）
>25 º岸坡

2

（陡坡消涨带）

侵蚀强度级别

壤后，可自然生长

一般级

坡度陡、植物根系土壤易流失，根系
受到滔蚀，必要时需铺助采用一些工

严重级

程措施

土壤侵蚀情况
土壤表层有较少裸露，下层保持完
整
土壤表层无保留，下层开始裸露、
受侵蚀

坡度较陡，库岸一般易造成水浪冲刷
3

>45 º岸坡

和滔蚀，必须采用人工岸坡修整或利

崩塌消涨带

用工程辅助措施，才能保证植物正常

严重级

表层无保留，母质层出露，受到侵
蚀

生长
滩涂消涨带

4

坡度缓，面积大，适合采用人工生物
湿地过滤上游污染颗粒

无明显侵蚀

土壤剖面保持完整

3.3 适地适树
水库消涨带造林适地适树遵循的主要原则为：
（1）耐淹性强的原则：植物耐淹性是决定消涨带造林的首要因素，消涨带自下而上选择树种的耐淹
性应以由强至弱为原则。
（2）抗旱性强的原则：消涨带水位回落后，岸坡土壤极其瘠薄，裸露期土壤环境干旱、贫瘠，植物
的抗旱性能对造林成活率影响较大。因此，消涨带自上而下选择树种的抗旱性应以由强至弱为原则。
（3）苗木规格和生长量符合水位频变、淹旱立地要求的原则：根据水库水位月变化记录情况，确定
一年当中主要的水位作为岸坡造林两栖乔木与草本的分界高程。上坡位种植两栖乔木，下坡位种植耐淹草
本。
根据上述消涨带造林树种选择原则，本次拟定选择 11 种乔木、4 种灌木、3 种草本作为主要造林树种，
共计 18 种。选用树种均为南亚热带本地及适生树种，普遍表现有一定的两栖特性，在深圳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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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消涨带修复技术及适应性分析
本文以深圳市三洲田水库为例，采用“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并举的模式，针对 4 类消涨带及其坡度，
进行修复技术研究。2013 年 04 月，三洲田水库消涨带修复试验段工程开工，目前已完成各类整地及造林
施工，后期将重点开展整地保土效果观测、两栖植物长势观测、水土流失监测及景观效果评价等工作。

图 3.1 三洲田水库消涨带植被修复分带[11]
其中：工程措施包括 6 种消涨带整地方式，为岸坡植被生长营造持续、稳定的土壤环境；植物措施包
括 6 种植物群落模式，分别应用于不同类型、不同坡度的消涨带范围，实现各类水库消涨带水土生态修复，
营造长效、稳定的岸坡植被生态系统，见表 3.3。
表 3.3
编号

消涨带类型

消涨带造林不同群落结构表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铺地黍（岸脚带）-水榕（下坡位）+落羽杉（中坡位）+澳洲白千层（中
上位）+黄槿（上坡位）-香根草+毛杜鹃（岸头带）
铺地黍（岸脚带）-水翁（下坡位）+水榕（中坡位）+池杉（中上位）+
竹节树（上坡位）-芦苇+岗松（岸头带）
铺地黍（岸脚带）-水翁（下坡位）+水松（中坡位）+落羽杉（中上位）+
细叶白千层（上坡位）-芦苇+岗松（岸头带）

1

缓坡消涨带

挖穴整地

2

缓坡消涨带

水平阶整地

3

陡坡消涨带

木排桩整地

4

陡坡消涨带

自锁预制块整
地

铺地黍（岸脚带）-水榕（下坡位）+水翁（中坡位）+池杉（中上位）+
澳洲白千层（上坡位）-香根草+毛杜鹃（岸头带）

5

崩塌消涨带

生态袋整地

铺地黍（岸脚带）-水榕（下坡位）+落羽杉（中坡位）+水翁（中上位）+
池杉（上坡位）-芦苇+岗松（岸头带）

6

库湾消涨带

生态型溢流堰

水翁+水榕+落羽杉-栀子+勒仔树-水葱+铺地黍+芦苇等

（1）缓坡消涨带（坡度≤15°）修复：
该区域地形坡度较缓，且地形较为完整，
坡面土壤受水库水位涨落冲刷侵蚀相对较
小，但土壤养分依然淋失较为严重。因此，
通过人工挖穴整地后，可为岸坡造林提供
较为理想的生长环境。采用“挖穴整地+
两栖植物造林”模式。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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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缓坡消涨带（坡度≤15°）修复典型断面
（2）缓坡消涨带（15°≤坡度≤25°）修复：采用“水平阶整地+土工格栅+两栖植物造林”模式。该
类消涨带区域地形坡度适宜直接造林绿化，但是受水位涨落冲刷强度较大，坡面土壤及养分易流失，因此，
沿等高线进行采用水平阶整地后，岸坡形成
种植平台，水平阶位外高内低的反坡微地
形，台阶内挖穴种植两栖植物及种植两栖草
种和岸顶灌木隔离带，从而形成此类岸坡多
群落、多结构的植被生态系统。见图 3.3。

图 3.3 缓坡消涨带（15°≤坡度≤25°）修复典型断面图
（3）陡坡消涨带（25°≤坡度≤
35°）修复：该类岸坡坡度较陡，水位频
变对岸坡地表的侵蚀强度大，养分难以
原地留存，一般坡面直接复绿难度极大。
因此，必须采用工程措施辅助形成岸坡
植被生长的土壤环境。采用“木排桩整
地+两栖植物造林”模式。沿等高线排状
打入仿木桩，形成挡土坎，为上坡位消
涨区造林形成植物正常生长的环境。见图 3.4。
图 3.4 陡坡消涨带（25°≤坡度≤35°）修复典型断面图
（4）陡坡消涨带（35°≤坡度≤45°）修复：此类消涨带属于坡度较陡的岸坡，坡面虽然平整，但植被
受水位涨落冲刷极为严重。采用“自锁砌
块整地+两栖植物造林”模式。为保证较
陡消涨带岸坡稳定，防止水浪冲蚀库岸，
岸坡采用自锁砌块护岸。自锁砌块体为渗
透性良好的生态混凝土材料，互相咬合，
同时可过水、防冲刷，有效防止岸坡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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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入库。此技术工程造价较高，针对深圳地区少量分布的陡坡消涨带，可进行推广应用。见图 3.5。
图 3.5 陡坡消涨带（35°≤坡度≤45°）修复典型断面图
（5）崩塌消涨带（坡度≥45°）修复：
根据深圳地区各主要水库库岸崩塌区还是
分布较多，一般塌落宽度 10～15m，深度
3-4m，主要发生在岸坡坡度在 45°以上区
域，而且通常是水面上下库岸联体崩塌。
采用“生态袋整地+两栖植物造林”模式。
消涨带常水位以下崩塌区，采用生态袋护
坡+两栖护岸林模式；消涨带常水位以上
崩塌区，通过 1：1.5 削坡处理后，穴植两
栖乔木，形成固岸林。见图 3.6。

图 3.6 崩塌消涨带（45°≤坡度≤50°）修复典型断面图
（6）库湾消涨带修复：深圳地区各类水库库湾均分布有滩涂湿地，地形开阔，水流冲刷力小，一般
在主要库湾消涨带（坡度≤5°）地带形成滩涂湿地。该区域为流域汇水入库通道，上游面源污染、泥砂
等主要从此区域入库，因此，需进行拦截、过滤。采用“生态溢流堰+两栖乔木缓冲带+水生植物过滤带”
修复模式。可通过在库湾出口设置生态溢流堰，在内部布置两栖植物缓冲带、水生植物过滤带，发挥防止
污染、修复水土生态的效果。见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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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库湾消涨带修复典型断面图
3.5 修复效益分析
水库消落带属典型的生态过渡带，通过“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并举的技术体系，可有效实现消涨带区
域植被复绿、修复水土生态系统。消落带植被具有过滤泥沙和面源污染物、保持水土、稳定库岸、保护水
质和生物多样性等多种重要的生态功能，并具有一定的景观美学功能；在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方面也占有重
要地位；在防止水土流失、预防和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1）修复库岸生物多样性：缓坡、陡坡、崩塌、库湾 4 类消涨带区域，只要实现两栖植物的成活率，
营造出稳定、长效的库岸水土生态环境，则库岸整体生态系统将逐步得到构建；同时，库岸生物、微生物
数量及种类将得到明显增加，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和重建[12]。本文选用的工程辅助措施均为生态型材料，
木排桩、自锁预制块、生态袋等材料，可为消涨带岸坡植被生长提供稳定的土壤环境保障，为水陆交错带
动物、微生物提供通达的生存环境和生态廊道。
（2）保护库岸水土生态：通过人工干预措施，采取水平阶、木排桩、自锁预制块、生态袋及营造两
栖植物护岸林等措施，大大削弱了水库水位频变对库岸的冲刷力，防止了库岸土壤侵蚀。消涨带植物的根
系渗入土层可以增大库岸的切向力，减小块体运动，从而防止水土流失，抵御泥沙侵蚀。
（3）防治面源污染、改善水质：采用的缓坡、陡坡、崩塌类消涨带修复技术，可发挥对岸坡水土流
失的有效控制，减少库岸侵蚀造成水库的淤积；而库湾消涨带所采用的植物缓冲带、植物过滤带及生态溢
流堰修复模式，是对水库主要面源污染入库通道的控制，将通过库湾沟道而入库的污染物（肥料、泥沙、
杂物等）进行了入库前拦截、过滤，明显降低了水库流域范围污染物的控制，保障了水库饮用水水质。
（4）改善库岸小气候：经人工干预修复水库消涨带水土生态后，由于植被的覆盖而减弱了地表温度
变化，降低了土壤温度、减少了土壤水分蒸发及库岸水体的蒸发；同时，种植的两栖植被根系深入土壤，
活化了土壤理化性质，丰富了库岸生物活动，可以改变局部小环境，改善库区小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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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复库岸景观影响度：可保证水库每年运行期间，大部分时段岸坡处于植被覆盖状态，从而明
显提高了水库岸坡的景观度。

4 结论与讨论
水库消涨带水土生态的修复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研究课题，涉及到水土保持学、植物学、水利工程学、
生态工程学等多门学科，若要实现大规模推广实施，需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观测及试验。本次研究是基
于对深圳地区水库消涨带的认识，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地进行了技术体系研究，其中诸多问题（如水库运
行期水位变幅规律、水生植物抗性、库岸整地可行性和整地后的抗侵蚀能力等问题）还需进一步论证。但
是，笔者认为开展水库消涨带水土生态修复的根本点是明确的，即为：营造稳定的植物生长土壤环境、选
择适生的两栖植物品种。因此，采用人工辅助措施整地，营造改善库岸土壤环境，选用耐淹、抗旱、生长
周期长的两栖植物品种，是能否成功开展消涨带水土生态修复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开展大量的针对不同
区域、不同消涨带类型的各类工程辅助材料应用、两栖植物品种的试种研究，从而筛选出目前最为科学、
生态、长效的修复技术模式。未来，伴随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逐步推进和大力投入，相信会有越来越
多的高新生态技术方法、材料等在水库消涨带水土生态修复中得到推广应用；同时，也应借鉴国外关于此
领域的先进修复技术、理念，从而最终实现水库消涨带修复技术难题的解决，使各类水库库区消涨带的生
态服务功能、生态景观功能得到完全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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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市土壤侵蚀预测模型的建立
党晨席 1 陈霞 2 郭睿 1 郑佳丽 2 郭立鹏 2
（(1.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部, 广东 深圳 518036; 2.深圳市水土保持办公室, 广东
深圳 518036）
摘

要：本文根据深圳市水土流失调查资料和产沙观测数据，通过选取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

地形、植被、降雨、土壤、城市化人为影响因子等，建立符合深圳地区特点的多元回归方程。其中
城市化人为影响因子即根据城市水土流失现状所提出，并通过深圳三个水保试验站的调查资料反推
求得。通过两组实测资料检验，表明建立的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能够较好的反映深圳地区城市水
土流失特点。
关键词：深圳市，城市土壤侵蚀预测模型，经验统计模型，城市化人为影响因子

Establishment of forecast model of Shenzhen urban soil erosion
Dang Chenxi、 ChenXia、GuoRui、ZhengJiaLiGuoLiPeng
（Shenzhen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Institute, Shenzhen, 518036）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survey materials on soil erosion and water losses
speckles in Shenzhen City and the conclusion of sediment yield observation,
the authors select such major factors as landform, vegetation, rainfall, soil
and urbanization artificial element in regard to soil erosion and water losses
and establish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relationship formula between the erosion
volume and these factors. Among them, the urbanization artificial element is
acquired by means of reverse inference based on the survey materials from three
water conservation experimental stations in Shenzhen. The established models,
tested by two sets of actual test materials prove to be of high precision and
able to scientifically reflect the water loss and soil erosion characteristics
in Shenzhen.
Key words：ShenZhen City；Forecast model of urban soil erosion； Empirical
statistical model；Human-caused influence factor of urbanization

1.前言
土壤侵蚀模型是对水土流失量进行预测的重要工具。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内外已经
开发出许多实用的土壤侵蚀预报模型[1]。根据土壤侵蚀模型的建模手段和方法，可分为经验统
计模型与物理成因模型。经验统计模型是通过观测资料和数理统计方法，选定影响因素，得出
计算土壤流失量的方程式，它简单实用，在实际应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物理成因模型则以
土壤侵蚀的物理过程为基础，根据已知影响条件来描述土壤侵蚀产沙过程，从而预报土壤侵蚀
量。但由于自然界本身的复杂性和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局限性，土壤侵蚀规律未能认识清楚[2]。
所以物理成因模型距离实际应用尚有较大距离。
自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建立经验统计模型，大多是在美国通用水土流失方程
[3]
（USLE）的基础上建立的 。这些模型反映出了土壤侵蚀的过程、强度及流失量，但地域移
植性差、通用性薄弱。而且所选因子主要是降雨、地形、土壤、植被、人类活动等土壤侵蚀因
子，很少有依据城市土壤侵蚀情况建立的。
深圳市水土流失是典型的城市土壤侵蚀类型。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城市水土保
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土壤侵蚀预测模型方面留有空白。目前，深圳市对于城市开发建设

1

项目水土流失量的预测基本上采用类比法，即通过实地水土流失现状调查，估测水土流失强度
范围，并依据水土流失强度分级标准，估算水土流失量，人为主观影响较大。
水土流失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类型和强度在时空尺度上存在巨大差异。深圳市发展日
新月异，人为影响日益增大，水土流失特性也不断发生改变。依据固定的标准计算水土流失量，
其结果与实际情况必将产生差异。而且在分级标准中，各指标尺度缺乏严格规定，预测结果受
人为主观因素影响很大，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更加难以保证。因此，类比法难以适应城市快速发
展的需要，建立符合城市水土流失特点及发展变化的预测模型，对各类流失类型和强度进行科
学量化，对流失量进行准确计算显得非常必要。
但依据目前的条件，建立经验统计模型，可更好地满足工程上的需求。本文创新性地提出
城市化人为影响因子，补充了目前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模型，并建立一个符合深圳地区特性
的经验统计模型，为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预测提供准确的方法。

2．深圳市城市土壤侵蚀模型建立
2.1 模型建立方法
深圳地区缺乏水文、泥沙资料，也没有建立水土流失预报模型。本文以美国通用土壤流失
方程（USLE）为基础，结合深圳市具体情况，建立符合深圳地区水土流失特点的简化经验统
计模型。
由于在城市发展所造成的水土流失中，人为影响非常大，故在模型中特别提出城市化人
为因子。主要考虑的土壤侵蚀影响因子为：降雨、土壤、地形、植被和城市化人为因子。模
型基本表达式为：
A =M R K L S P
(1)
式中，A：年平均土壤侵蚀量；M：城市化人为因子；R：降水因子；K：土壤侵蚀因子；
L 及 S：地形因子；P：地表植被覆盖因子。
2.2 主要因子的确定
2.2.1 降雨侵蚀力因子 R
在水力侵蚀中，降雨因子（Rainfall-erosivity）的作用非常重要。深圳降雨量大，且分
布不均。本文使用年内月平均降雨量及降雨总量数据，根据魏斯曼经验公式计算 R 因子。
R=Σ1.735exp[1.51 lg（Pi²/P）- 0.8188]
(2)
式中：P 为年降雨量（mm）
； Pi 为月平均降雨量（mm）
。
我们以 1800mm 为界，将深圳地区划分为多雨区和少雨区，分区计算 R 值。多雨区以 1995
年深圳水库站雨量计算，少雨区以 1995 年石岩水库站雨量计算，R 值分别为 68.78、52.89。
2.2.2 土壤可蚀性因子 K
土壤可蚀性因子（soil erodibility﹐K）体现土壤对于冲蚀分离（detachment）和搬运
作用（transportation）的忍受程度，它可以充分的反应出土壤本身对于冲蚀破坏力的抵抗
能力。该因子受到土壤本身理化性质的影响，值越低表示该土壤的抗蚀能力越强。根据
[4]
Wischmeier 和 Mannering 用人工降雨测定的 55 种土壤的可蚀性指数，选定 13 个进行回归
分析，得出下式（即诺谟方程）
：
1.14
-4
100×K=2.1×[d×（d+e）] ×10 ×（12-4）+3.25（b-2）+2.5×（c-3）
(3)
式中，K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d 为粉粒和细砂的含量百分比，e 为沙粒含量百分比，b 为土壤
[5]
结构系数，c 为土壤渗透系数。该方程尤其适用于温带中质土壤 。台湾学者对以上方程进行
[6]
修正（4）
，使其适合台湾省的土壤状况 。
1.14
-4
100×K=0.1317×{2.1×[d×（d+e）] ×10 ×（12-4）+3.25（b-2）+2.5×（c-3）} (4)
深圳和台湾地区纬度相近，气候和自然地理状况也相近，土壤发育的状况也应该相同。
所以式(4)可以应用到深圳土壤可蚀性因子的求算中。

2

深圳地区主要土壤类型为花岗岩赤红壤和红壤，有机质含量中等（2.0—3.5）
。根据中国、
加拿大在广东德庆县深涌水保试验基地合作项目《广东省花岗岩地区土壤侵蚀与整治》的土
[7]
壤资料 ，统计分析得出深圳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2.26%， a 即取此值。
由中加项目资料可知，深圳地区粒径<1.0mm 的土壤占 56.99%左右，据土壤结构系数取值
[6]
标准 可知，土壤结构参数 b 取 1，为极细颗粒。
深圳地区花岗岩赤红壤、侵蚀赤红壤、红壤一般都质地粗，孔隙度大，疏松而通透性强；
而另一种土壤砂页岩赤红壤土体紧实，通透性较差。所以综合来看，深圳地区土壤渗透性能
中等，根据渗透等级表[6 ]可知土壤渗透系数 c 取值为 4，为中等慢速。
[7]
根据广东省花岗岩颗粒粒度特征分析表 及深圳土壤类型，查出深圳地区土壤颗粒特征。
[8]
同时，结合深圳河道淤积物颗粒分析 。拟定深圳地区主要侵蚀土壤花岗岩赤红壤中粉沙及很
细砂（0.002-0.1mm）所占百分比 d 为 31.28%，砂粒（0.1-2.0mm）所占百分比 e 为 35.32%。
将以上参数值式代入式(4),求得深圳四河流域内土壤抗侵蚀参数 K 为 0.01537。
2.2.3 地形 LS（坡长、坡度）因子
由于地形因子对土壤的影响地域性差异较小，所以直接采用美国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地形
[9]
因子的计算式（5） 来求流域各侵蚀斑块的地形因子值。
0.5
坡度因子 S=65.4sin²a +4.56sina+0.0654，坡长因子 L=（l/22.13）
（5）
式中：a 表示平均坡度；l 表示平均斜坡长。
2.2.4 植被覆盖因子 P
南京土壤所杨艳生、史德明研究员对南方花岗岩地区进行了调查，得出在其他流失条件
大致相同条件下，土壤流失量与植被覆盖度的关系[10]，由些可推出植被覆盖因子 P 值与覆盖
度 C 的关系为: P=18982.63 C-2.3。
（6）
2.2.5 城市土壤侵蚀人为开发因子 M
由于深圳地区的水土流失主要是由人为作用所造成，且有强度大、增加速度快等特点，
这与山区水土流失有很大不同。建立符合深圳的侵蚀模型，就必须考虑城市化人为影响因子，
所以我们提出人为开发因子 M 来反映城市水土流失的人为影响。
M 因子主要体现场平工程、线性工程、采石取土等人为开发活动引起的产沙量大的特点，
代表城市水土流失的特征。目前尚不能对上述各类人为开发活动产沙量大的各个细节因素进
行详细计算，但可以通过已知土壤侵蚀模数的地块，用城市土壤侵蚀模型反推而求之。本次
利用 1995 年三个临时水保试验站（ 茶寮、沙吓苓、石岩）实地调查资料反推出 M 值，计算
结果见表 1。
表1
Tab.1

城市人为开发因子 M 值计算

Human-caused influence factor of urbanization

河名

水土流失试验斑块

R 因子

K 因子(t/km )

LS 因子(米)

P 因子

A 土壤侵蚀量
(t/km2.a)

M值

水径水

九矿开发区

68.78

0.01537

27.75

18982.63

54053

0.097

简坑水

育马娱乐城

68.78

0.01537

15.30

18982.63

61367

0.1999

石岩水

石龙工业区

52.89

0.01537

25.83

18982.63

31366

0.0787

2

M 平均值

0.1252

综合以上各河流域内的 M 值，得出深圳城市土壤侵蚀人为开发因子 M 为 0.1252。
（M 为
表示城市水土流失人为影响因子的概化值）
2.3 侵蚀模型建立
已知侵蚀模型的基本方程为 A= M R K LS P
式中：A：土壤流失量（t/km2.a）
； R：降雨冲蚀指数（Mj.mm/ km2.hr.a）；K：土壤可蚀
性指数（t. km2 .hr / km2 .Mj.mm）,取值 0.01537；L：坡长因子；S：坡度因子；P：植被覆盖

3

因子，P=18982.63C-2.3，C 为植被覆盖度；M：城市土壤侵蚀开发因子，取值 0.125235。
将各因子计算值代入公式，得到简化侵蚀模型方程为：
A=36.5389 R LS C–2.3
据雨量分区分别进行计算，对于 1800mm 年降雨量线以上的深圳雨量丰沛地区：
-2.3
A 多雨 =M×R 多雨×K×LS×P=2512.45×LS×C
对于 1800mm 年降雨量线以西的深圳雨量较少地区：
-2.3
A 少雨 =M×R 少雨×K×LS×P=1932.00×LS×C
2.4 侵蚀模型适用范围
该模型是建立在土壤侵蚀理论及大量实地观测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模型建立以 USLE
为基础，同时又考虑城市水土流失特点。根据调查水土流失斑块特性，该模型适用范围也仅
2
限于坡度小于 15°、面积小于 1hm 的城市开发建设缓坡地。

3．模型实用性检验
侵蚀模型实用性检验是利用两组实测资料进行，其一是采用观澜河流域茜坑水引水水渠
历年泥沙清淤资料进行检验；其二是采用布吉河水径支流历年清淤资料进行检验。
3.1 利用茜坑水泥沙量检验模型
茜坑水引水渠全长 850 米、宽 6 米、高 7 米，位于茜坑水出口处，接纳上游来水来沙，
并在汛期抽取观澜河水入茜坑水库。根据 2004 年我们对茜坑水库～引水渠区间的水土流失及
斑块调查，表明这一地区由于开发建设，水土流失严重，茜坑水库引水渠上游来沙在引水渠
口大量淤积，据清淤统计，近期（1995 年～2003 年）年淤积量的变化范围为 3284 m3～4898 m3，
平均值为 4173 m3 ，扣除 10%的杂物，则为 3756 m3，折合 4695t (干容重取值为 1.25t/m3 )。
利用建立的深圳土壤侵蚀模型推算出水土流失斑块产沙量为 5896t，
再乘以输移比 0.74
（输
移比= 1995 三个实验站实测河道泥沙量/实测产沙量），得出进入引水渠的泥沙为 4363t，与清
淤值 4695t 的误差仅为 7.07%。所以，建立的城市水土流失预报模型具有相对较高的实用精度。
3.2 利用布吉河水径支流清淤资料验证
水径支流是布吉河，同时也是全市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布吉水务所从 2000 年～
3
2003 年每年都对水径支流清淤。最近的一次清淤量为 2003 年的 23670 m ，扣除建筑垃圾、
3
3
生活垃圾等杂物后，则为 17752 m ，折合 22190t 泥沙（干容重取值为 1.25t/m ）
。
根据 2004 年调查的水径支流水土流失斑块资料（表 2），利用建立的深圳侵蚀模型推算出
水径支流水土流失斑块的产沙量为 54052t，再乘以输移比 0.74 后，有 39998t 泥沙进入河道，
其中 19999t 泥沙进入水径支流，另有 19999t 泥沙进入布吉河干流（泥沙干支流分配取 50%，
由深圳河、布吉河二河的干、支流清淤资料统计得出）
。
表 2 布吉河水径支流各流失斑块侵蚀量计算表
Tab. 2 Soil Erosion amout of every patch in Shuijing Branch of Buji River
Bja

BJd

Bje

BJf

BJb

斑块编号
027
产沙量(t)

028 050

1643 204 562

004

005

011

012

004

86.13 153 41.61 78

001 005

16217

007

008

2914 399 202.8 1389

004

010

011

012

110 34.82 84

1225

BJb
斑块编号
015
产沙量(t)

014

5472 7660

016

018 019 020 021 022

023

2402 6198 712 320 109 4155 433.6

028

029 030

031

146

234 116 142.5

032 033

054

065

076

193 107

191

25.47

82

比较模型计算结果和清淤统计结果，布吉河水径支流入河泥沙量模型计算值为 19999t，河
道清淤量为 22190t，两者误差为 9.87%。

4

4. 结论
深圳地区虽为全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的先行者，但土壤侵蚀模型尚未建立。在 USLE 的
基础上，借鉴台湾侵蚀模型数据库建立模式，通过河道归槽泥沙量反推确定的侵蚀模型，能
够较科学的反映出城市开发建设水土流失的特点。通过对茜坑引水渠和布吉水径支流泥沙量
清淤值和模型计算值的对比，表明所建立的深圳城市土壤侵蚀模型的误差不大（7.07%和
9.87%）
，均小于 10%，说明精度良好，结果可信。可以为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土
地利用规划提供依据。诚然，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规律是复杂的，模型中各因子之间的函数
关系还需要在实践工作中进一步验证和优化，模型形式有待根据项目类别、立地条件特点统
计出分类模型，需要在今后的水土保持工作中不断探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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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的新理念
深圳市水务局

林军

为集中展示深圳城市水土保持工作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市
民的水土保持意识，实现水土保持宣传教育从青少年儿童抓
起，深圳市水务局按照水利部《关于开展了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区建设活动的通知》（办水保〔2004〕50 号）要求，坚持高起
点、高标准，运用新理念，开展了深圳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的创建工作，在全国率先打造了以城市水土保持为主题的科技
示范园。
一、因地制宜，依据深圳水土流失特点选定园区地址
深圳市的水土流失主要因开发建设造成，同时，因自然因
素形成的水土流失类型具有典型的花岗岩地区水土流失特点，
如崩岗，滑坡等。
为确保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发挥典型带动和示范辐射的
作用，我市依据深圳市水土流失的特点，结合深圳的地形地貌
条件，将该园区选址于深圳市南山区乌石岗废弃坑口改造区
内，规划占地面积为 50 公顷，其中一期占地面积为 22 公顷，
二期占地面积 28 公顷。园区为低山丘陵地貌，主要为石土构
成 。现 状 地 形 丰 富 ，山 体 、丘 陵 、坡 地 交 错 分 布 ，水 体 、山
体、滩涂、湿地等自然构成要素齐全。园区一期建设区域原为
南山区乌石岗废弃石场，严重的水土流失主要是因深圳建设初
期大量开山采石的；该石场经过阶段性水土保持综合整治，区
域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扭转。二期建设区域为一期建设区域
的周边范围，水土流失类型以崩岗为主，具有典型的花岗岩地
区水土流失特点。
二、规划先行，高水平建设科普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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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以“因地制宜，生态优先”为原
则进行规划，围绕水土文化和水土保持科普展示两条主线开展
设计，将“文化性”与“景观性”融入场地设计中，达到寓教于乐
的目的。
园区建设充分利用原有乌石岗废弃的采石场坑口的场地
和建筑，巧妙构思，以水土流失的形成、形式、危害、治理为
设计主线，通过景观化的处理手 法，集中展示了边坡防护措
施、水土流失模拟试验、沟道工程、径流小区对比试验、气象
水文观测、水保植物栽培等水保技术工艺和科研设施，并对园
区内典型的崩岗、冲沟等地形地貌做了完整诠释。
主门区域因地就势，规划建设了抽象表达水土元素的主题
园 区 和 景 点 ，包 括 “蚯 之 丘 ”、“土 厚 园 ”、 “木 华 园 ”、“金 哲
园”、“水清园”。各景点以水土文化为内涵，景观化地表达了水
土与人的密切联系，形象地点明全园的主题。如“蚯之丘”就是
模仿蚯蚓在土壤中拱起的洞穴，通过放大、形象的人工塑造，
让观众在洞内感受蚯蚓在土中穿行的过程，揭示自然界动物疏
松、改良土壤的活动。土厚园”选用我国具有文化标志性的黑
土、白土、红土、黄土、青土（水稻土），分别营造了黑土沼
泽、白沙银滩、乡韵红土、水润黄土、青土白茅五个土壤主题
园，艺术地展现了中国大地上的重土文化和土壤之美。让公众
感受到不同区域土壤的巨大差异，阐述了土壤看似平凡无奇实
则伟大而又弥足珍贵的道理。
优美的山林自然环境中有序地设置了水土保持科普展示
设施，主要 包括 ：水土流失 模拟 试验区 、根 箱模 拟设施 展示
区、径流试 验小 区 、生物排 水沟 展示区 、边 坡防 护措施 展示
区、谷坊群展示区、崩岗展示区、水土保持植物展示区、园区
林相改造区、湿地植物护岸展示区、小型气象站、林地地表枯
2

落物水文效应研究区。
全园以山水栈道沿山水间蜿蜒穿行连接，一路走去，让公
众在惬意的游园途中，既欣赏到湖面壮阔的景色，也观看到形
态各异的花鸟草石，同时还了解了丰富的水保知识。
三、多维展示，开辟水土保持科普教育户外课堂
深圳地域面积虽然不大，但有来自全国的众多建设者，具
有人口众多的特点，水土保持宣传可起到以一市带动全国的效
果。而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正处于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是生态建设和保
护的重要后备力量。为让水土保持意识在我市中小学生幼小的
心灵中慢慢扎根，树立生态理念，我市把水土保持示范园区建
设与科普教育基地相结合，为我市广大市民和中小学生提供一
个学习水土保持知识的户外课堂。
一是利用变坡陡槽设施，结合人工模拟降雨，建立水土流
失模拟试验区，展示雨滴击溅到不同坡度的裸露地表上产生水
土流失的过程，展示地表在裸露和有不同植物生长的状态下，
被雨水冲刷的情况，让公众认识水土流失产生的原因以及不同
地面坡度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了解植被对防治水土流失的作
用，认识保护地表植被的重要性。
二是通过展示浆砌石护坡、植草护坡、乔灌草护坡和景观
护坡等不同的护坡工艺，让公众了解城市建设不同时期的护坡
理念，提高生态意识。
三是采 用图 片 形式 ，重 点以 深 圳生态 环境 历 史变化 为主
线，分为历史的天空、哭泣的河流及回归的土地三个阶段，展
示深圳生态环境由原生态——规模型破坏——生态型修复的变
化过程，突出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四是采用声、光、电、风、三维动画等多种高科技手段，
3

在影片的播放过程中模拟自然界水土流失的种种危害，水土流
失治理对环境的改善，给人一种如临其境的感受，使参观人员
在游园之后对水土保持这门学科以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环
境保护事业有系统的认识、深刻的启发。
五是采用现状建筑外观，将水、土自然元素有机地融入到
整个建筑的构造中，例如在建筑单体墙面的处理中，采用透明
玻璃墙体设置成各种土壤断面，展示植物（水生植物）对水体
的净化过程，以及种子从泥土萌发、生长的过程。通过建筑本
身对水土保持的叙述，以一种简单而特别的表达方式体验一种
无处不见水土的概念。
四、科技引领，广泛应用水土保持科研成果
深圳近二十年的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实践，在山地水土流失
治理、裸露山体缺口综合整治、饮用水源水库流域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的防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也探索应用了一些新技术。但是，深圳在开展水土保持
科研方面，尤其在开展水土流失预测及森林水文效益研究方面
几乎是空白，难以满足深圳水土保持工作深入发展的需要。为
了服务水土保持宏观决策，为我市水土保持技术标准体系的完
善提供科学依据，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我
市在进行园区建设时突出了科技特色 ，建立了水土保持试验
园。
一是建立了小型气象站，用于观测园区范围内的气温、相
对湿度、风向、风速、雨量等基本气象要素，为开展林地及沟
道水文观测提供可对比的气象数据。
二是建立了径流试验小区，进行不同下垫面状况下水土流
失产生状况的对比试验观测，为水土流失防治提供科学的实验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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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将园区范围内现有的闭合小流域建成试验场地，采用
布设试验小区，试验设备，观测断面等形式，分别开展林地水
文效应、森林抗蚀性、库岸消涨带等方面的研究。
水土保持试验园区的建设，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等群体提供科研场地，并可用于开展水土保持相关领
域的试验研究。
五、明晰产权，切实加强后期管理维护工作
为了减少深圳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及管理中出现
矛盾与纠纷，确保园区建设顺利进行，后期管理有序，我市在
建园选址地点确定后，就办理园区土地使用权手续。目前，已
完成土地征转工作，土地使用权年限均为 50 年。
建园难守园更难。为确保深圳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能够
长期有效运作，我市在建园之初就开始研究示范园区的运行管
理机制。鉴于深圳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定位为科普教育、科
技示范、试验研究、技术交流于一体的示范平台和寓教于乐的
室外课堂，难以走以园养园的发展之路。为此，我市将深圳市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年度运维经费（每年 722 万元）纳入市财
政预算，并以市场化方式委托管护单位。在管护合同中，明确
管护责任，包括落实管护人员，加强档案管理及园区内的各项
设施的维护等。
深圳市水 土 保 持科技示 范园 的建设，对普 及 水土保持知
识，增强市民的水土保持意识 ，帮助青少年儿童 树立生态理
念，对颂扬传统水土文化，均具有重要意义。自 2009 年开园
以来，园区已累计接待访客 38 万余人次，已成为我市水土保
持宣传重要窗口和展示深圳市生态文明的一张名片。该园也先
后被命名为“全国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全国中小学水土保持
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国家水情教育基地”、“全国水土保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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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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