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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Govers 挟沙力公式。比较修正前的 Govers 公式对坡面输沙能力的预测精度更高，
P.O.0.5-2.0 和 R2 提高了 28.94%和 5.38%，RMSE 降低了 80.00%。
（4）建立了坡面二维水沙高性能稳健数值模型，模拟了坡面水沙时空演变过程，辨
识了坡面侵蚀泥沙的来源及其变化。基于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耦合通过修正 Govers 径流
挟沙力公式构建的坡面泥沙输移模块，构建了坡面二维水沙高性能稳健数值模型。通过模
型模拟预测室内坡面和坡沟系统降雨侵蚀试验进行验证。坡面径流率和含沙量模拟精度的
NSE 分别为 0.83 和 0.66，R2 分别为 0.89 和 0.73，RB 分别为-5.02%和-1.02%。坡沟系统径
流率和含沙量模拟精度的 NSE 分别为 0.81 和 0.47，R2 分别为 0.74 和 0.57，RB 分别为-5.88%
和-1.53%。对坡面侵蚀空间来源解析发现，侵蚀最严重的区域为坡面的中下部，坡面 1～
4m 区域的侵蚀贡献率达到 69.59%，是泥沙的主要来源区，应在此部位对其进行下一步的
措施调控以减少水土流失。
关键词：地表径流；浅水方程；摩阻源项；侵蚀动力；坡面径流挟沙力；水沙数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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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ng the rainfall-runoff process in the 2m and 5m resolution DEM in watershed, it is
shown that the capture accuracy of the peak flow and time for the higher-resolution DEM is
increased by 14.71% and 20%, respectively. For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of the runoff process,
NSE and R2 increased by 26.03% and 14.67% respectively; RMSE and RB decreased by 22.58%
and 84.78%, respectively.
(3) Revealed the response of sediment transport on slope to hydrodynamic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slope and flow conditions, slope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formula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unit energy power. Compar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noff shear
stress, unit stream power and runoff energy consumption theory and slope erosion, it is shown
that the three theories have themselves advantages in slope erosion research. The parameters are
easy to obtain for unit stream power calculation, and unit stream power theory is widely used to
the erosion model based on physical processes. Based on the slope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formula of Govers, slope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was corrected by introducing the viscous
sand starting flow rate calculation method, the parameters based on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
sediment particles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A
corrected slope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formula of Govers was established,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loess slope. Compared to original Govers formula, the established slope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formula can is better to predict the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Regarding the evaluation metrics, P.O.0.5-2.0 and R2 are increased by 28.94% and 5.38%, and
RMSE is reduced by 80.00%.
(4) The high-performance and robust numerical model of two-dimensional water and
sediment on the slope was develop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slope runoff and
sediment was simulated, and the source and change of erosion was identified on the slope. The
hydrological-hydrodynamic numerical model coupled the slope sediment transport module
established by corrected Govers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formula, which shaped a
high-performance robust numerical model for the two-dimensional water and sediment for the
loess slope. The model simulation was verified by simulating the rainfall erosion experiment for
slope and slope-gully. Regarding the evaluation metrics for slope simulation accuracy: the NSE
were 0.83 for runoff rate and 0.66 for sediment concentration, R2 were 0.89 for runoff rate and
0.73 for sediment concentration, respectively, and RB was -5.02% for runoff rate and -1.02%
for sediment concentration. Regarding the evaluation metrics for slope-gully simulation
accuracy: the NSE were 0.81 for runoff rate and 0.47 for sediment concentration, R2 were 0.74
for runoff rate and 0.57 for sediment concentration, respectively, and RB was -5.88% for runoff
rate and -1.53% for sediment concentr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slope erosion source in spatial
shown that the most severely eroded area is the middle and lower part of the slope, and th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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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sion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slope 1~4m is 69.59%.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ome
measures for controlling the soil erosion in main erosion source area.
Keywords: Overland flow; Shallow Water Equation; Friction source term; Erosive dynamic;
Slope flow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y; Runoff and sediment numer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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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土壤侵蚀已经成为制约世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1-3]。根据预估可知，目
前世界范围内由每年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造成的耕地退化的面积达 5×104～7×104 km2，
表土资源面积正在以每年 0.7%的速度减少[4]。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
一，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在黄河上中游的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丘陵以及东北平原地区。然
而，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由于土壤质地疏松，植被稀少，造成极其严重的水土流失，该
区域不仅是中国土壤侵蚀最为剧烈区域，还是目前世界上土壤侵蚀最剧烈、面积最大的区
域[5-7]。
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45×104 km2，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3700 t/(km2.a)，其中
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高原沟壑区的土壤侵蚀模数大于 3700 t/(km2.a)，局部地区的土壤侵蚀
模数甚至高达 1.5×104～3.0×104 t/(km2.a)。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一系列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一是耕地减少，土地严重退化[8, 9]。水土流失不仅剥离和搬运表土，还会携带生物生长所
需要的营养物质，进而使土壤肥力及土地生产力下降；二是泥沙淤积，加剧洪涝灾害[10-12]。
坡面侵蚀的泥沙被输移到黄河的干支流河道，造成河道泥沙淤塞，一方面使各水利工程的
蓄水库容受到严重损失，另一方面造成黄河的河床抬高，使黄河下游成为地上悬河。无论
是库容受损还是地上悬河都会造成洪水泛滥，给下游沿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
三是生态环境恶化[13-16]。水土流失一方面造成非点源污染，致使河湖水质受到影响，另一
方面表土剥离造成土地荒漠化，加剧了次生灾害沙尘暴的发生几率。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推进荒漠
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习近平同志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提出一是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中游要突出抓好
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二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减缓黄河下游淤积，确保黄河沿岸安全。
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 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17]。
因此，研究侵蚀过程、控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对改善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以及黄河中下游
地区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坡面被看作是水土流失的产生和汇集地，其作为流域的最基本组成单元，通常为土壤
侵蚀研究过程的开始[18,
来自坡耕地的表土

[20]

19]

。据相关资料统计，黄河入海的细颗粒泥沙中有相当大的部分

。唐克丽等[21]研究表明，某些流域的土壤流失量一半以上来自坡耕

地。因此，坡面土壤侵蚀是流域泥沙产生的主要源头，加强对源头水土流失问题的研究尤
其重要。目前，对于坡面侵蚀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对于侵蚀的类型[22-26]、侵蚀强度
[27-30]

以及地貌形态[31-33]等均有了比较成熟的定性认识。大量室内外的坡面侵蚀试验对土壤

侵蚀产流产沙的机理开展了深入的探讨研究[34-37]。然而，对于坡面土壤侵蚀的定量模拟预
测研究较少。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经验公式和统计分析为主，且大多是针对特定的研究区域
和侵蚀类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一些定量预测公式，但是由于下垫面条件以及降水条件的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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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复杂性，限制了该些模型在其它区域的推广应用。
国际上，土壤侵蚀模型的发展正在向动力学过程研究，试图开发创建具有物理过程的
土壤侵蚀数值模型，使模型的适用性更加广泛。我国的土壤侵蚀动力学过程也得到了相应
的发展研究，但是对于物理过程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首先对水文水动
力模型的算法进行优化；其次利用室内坡面侵蚀试验探讨发展适用于黄土坡面径流挟沙力
公式；最后将水文水动力过程和坡面输沙过程进行耦合并验证耦合模型的模拟精度 ，以
期为坡面侵蚀过程的预测提供一种有效的模拟手段。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1.2.1 坡面径流模拟研究进展
坡面流是土壤侵蚀的根本驱动力，是研究土壤侵蚀动力学过程的基础。自然降雨降落
到坡面上，雨水汇集形成坡面流，坡面流沿着坡面梯度流动并伴随着坡面的起伏而变化。
坡面流的变化过程显著区别于明渠流，一方面，坡面的底坡坡度相对于明渠较陡，径流在
重力方向的分量更大；另一方面，坡面流是一种水深很浅的薄层水流，一般只有几毫米甚
至更小。由于降雨和入渗对坡面流的影响，径流沿程中质量源和动量源或增或减，因此，
坡面流沿坡面呈现显著的时空变化特征。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侵蚀对环境的影响日益严重，
人们对坡面流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由最初的经验性分析逐步转变为
动力学特性的基础研究，尤其在坡面流数值模拟和预报模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方法的快速发展，许多学者在坡面流数值模拟求解方面取得了
较大的研究成果[38-42]。通常坡面流研究包含两部分，分别为坡面流流动特性和径流入渗特
性。因此，在坡面流研究过程中，通常是将这两部分联合起来进行耦合求解数值模型[43-45]。
径流入渗过程对坡面流径流的流动特性不会产生影响，而仅影响坡面流的流量源项。在实
际坡面流数值模拟过程中，对其两者进行分开求解，通过入渗模型计算得到的净雨量提供
给坡面流模型。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圣维南方程组被用来进行坡面流数值模拟[46]。
至今，一些学者在实际应用中使用完整的圣维南方程组进行求解。然而，在实际的坡面流
模拟过程中，一方面边界条件十分复杂，求解圣维南方程组有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由
于坡面流属于薄层水流，地表的微地形对其影响较大，完整的圣维南方程组无法完全捕捉
到坡面流的流动特性。因此，简化的圣维南方程组被考虑应用到坡面流运动的研究当中，
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模拟结果。当前运动波模型是模拟坡面流最为流行的公式组[47,

48]

。

圣维南方程组描述的非恒定水流运动是一种浅水中的长波传播现象，通常称为动力波。因
为水流运动的主要作用力是重力，属于重力波的范畴。如忽略运动公式中的各个导数项，
考虑用底坡等于水流能坡来替代动量公式，简化后圣维南方程组所描述的坡面流水流运动
称为运动波。
运动波模型的本质为流量、水深和空间坐标三者之间函数关系的一维流动系统，其使
坡面流数值模拟计算得到了大大的简化，促进了研究的发展[49]。运动波模型的实用性受
限于运动波的波数多少。Woolhiser 和 Ligget[50]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运动波波数大于 10 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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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运动波模型的模拟结果较为接近于圣维南方程组的结果。沈冰等[51]研究结果表明，
在实际的坡面流中，运动波的波数远大于 10，因此用运动波来描述坡面流是一种较好的
方法。
在研究的初期，坡面流数值模拟多采用一维运动波模型[52, 53]。Woolhiser 和 Ligget[34]
基于运动波的描述方式，假设平整规则的坡面的能坡与底坡相等，在明渠流水力学公式的
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流量和水深的指数关系：
h q
+
= p sin  − i
t x
1
q = h5/3 S01/3
n

（1-1）

式中：x 为沿坡面向下的方向；t 为时间；h 为水深；q 为单宽流量；p 为降雨强度；i 为入
渗率；S 为坡面坡度，S0= sin  ，  为坡面坡度；n 为曼宁糙率系数。
然而，真实的坡面通常是不规则平整的，在径流的流路上将会出现水流集中的情况，
此情况下一维计算就难以真实地反映径流的流动过程，从而需要对其进行特殊模拟或者进
行二维模拟。Tayfur 等[54]人将一维运动波模型进一步推广到二维的情况，但由于运动波
模型是一种一维近似理论，其中模型中所用的曼宁阻力公式同样是一种一维近似公式，在
形式上直接应用推广到二维是不合适的。随后，基于一维运动波和曼宁阻力公式，对一维
流量或者是流速在空间上进行二维分解的思路，一种更为简明的模拟方法被提出：将坡面
划分为若干个二维网格，在每个网格内仍然采用一维方法计算，然后基于每个网格内径流
的流动方向计入相邻网格的流入流出流量，最后计算得到平面上径流的流动分布，近似地
模拟得到坡面二维径流分布。根据上述思想构建了坡面流计算模型，坡面二维网格内采用
一维运动波模型计算网格内的流量，通过引用流向矢量概念，基于每个单元格的高程值来
确定径流的流动方向，进而计算得到每个网格的流量通量，模拟结果表明此模型能够较好
地模拟坡面流。Liu 等[47]基于上述思想，开发了一种能够更好地模拟坡面流汇流过程的二
维数值模型，该模型首先利用运动波来计算坡面上每个二维网格的径流量，依据每个单元
格的几何形态判定水流的流向，然后对水流在 x 和 y 方向上进行分解，最后再对各个网格
间的径流量进行连接，从而得到整个坡面的流动状况，模拟结果表明改进的模型能够很好
地模拟坡面流的汇流过程。纵观目前坡面流数学模型的研究现状，由于运动波模型的公式
和数值求解相对简单，被广泛应用于坡面流的数值模拟中[55-57]。然而，在地形条件比较复
杂的情况下，动力波模型相比于运动波模型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流量模拟结果。采用动力
波模型对降雨洪水的模拟的主要困难在于干湿节点的处理、保证计算水深的非负性以及底
床摩擦的处理以及致力于计算效率的提高上。
坡面流最大的特点就是薄层水流，水深非常小，因此其流动特性对坡面微地形变化的
响应十分地显著，使得坡面流水力学特性不断变化[58-60]。另外，降雨侵蚀过程中的泥沙局
部堆积使其形成“筑坝”现象，导致坡面流出现不稳定状态，同时会出现滚波[61-64]。近年
来，基于 Saint-Venant 方程或浅水方程（SWE）求解的地表水流流体动力学模拟已变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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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流行[65-67]。尤其是 Godunov 型 SWE 模型能够很好地自动捕获激波，因此在模拟瞬态
地表径流方面具有巨大潜力[68-70]。 对于坡面薄层水流，在坡面径流流动过程中，坡面地
形的微小凸起可能造成高于坡面流的水面，不规则地形则造成的干湿峰问题。因此，对于
坡面径流的数值模拟，需采用高分辨率细小的网格才能更好地捕捉到地形的变化，以便于
模型过程中更精确稳健地运行。但是，随着网格数量增加，模型运行的计算负担必然会随
之加重[71]。目前，一是对模型中求解算法进行优化 [72-75]，二是通过提高计算机性能采用
并行计算的方法进行优化[76-78]。
开发基于 SWE 的稳健地表径流模型的挑战之一与摩擦源项的离散化有关。摩擦源项
通常表示为流速和深度的非线性函数，例如曼宁公式。它们的非线性特性趋使流速趋于平
衡状态。在涉及小水深的实际地表径流模拟中，摩擦和床坡之间的局部平衡比 CFL 条件
确定的时间步长要快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数值方案必须使用非常小的时间步长来维持数
值稳定性，从而导致计算负担极为繁重。近些年，已经开发了几种隐式方案来处理“刚度”
摩阻源项并保持数值稳定性[45, 79, 80]。隐式方案被认为是一种较好地处理摩阻源项的方法，
但是在求解过程的迭代次数限制了计算效率的提升，尤其是对于地形精度要求高的计算区
域，限制了模型的高效实用性。因此，亟待开发一种更为简便的摩阻源项处理方法。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一些并行计算技术被应用于减少浅水数值模型的计算负载，用于
提高模型计算的实际效率。例如，共享内存的多线程计算（OpenMP）和信息传递应用程
序借口（MPI）技术允许在集群计算机上来模拟复杂的庞大的计算单元[81, 82]。然而，此项
技术的缺点在于对相关硬件成本和能量处理器的要求较高，对实际的应用具有很大的限制。
然而，随着图形处理单元（GPU）并行计算的开发工作的不断完善，此项随着被广泛应用
于浅水的数值模拟计算中。GPU 硬件加速器由于可以在简单的个人计算机上使用，大大
降低了硬件设施的成本，因此，该技术在实际中被广泛地得到应用。许多研究学者，已经
对 GPU 并行计算技术在水流数值模拟方面进行了许多的尝试和探索。此方法的最早开拓
者为 Crossley 等[83]，他们利用图形应用程序接口直接将 GPU 技术并行到扩散波模型的计
算中。Kalyanapu 等[84]和 Brodtkorb 等[85]分别实现了基于有限差分和有限体积法离散完整
的浅水方程组的模拟并行运算。目前，利用 GPU 技术进行并行计算水流数值模拟已经成
为一种主流。Smith 和 Liang[70]阐述了基于 CPU 和 GPU 联合协调处理计算单元的潜力，
并将其应用到全水动力模型的模拟上。
坡面流数值模拟从最开始的一维扩展到二维和数值算法的不断优化更新促进了模拟
计算的稳健和精确；高分率地形的模拟在提高模拟精度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的计算负担，随
着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为数值模拟技术的模拟效率和精度带来了新的机遇。
1.2.2 坡面径流挟沙力研究进展
土壤侵蚀过程包括 3 个子过程，分别为土壤剥离，泥沙搬运和泥沙沉积[20, 86-88]。土壤
剥离过程是将土壤颗粒从土体或土壤母体中剥离变成孤立的个体；泥沙搬运过程为被剥离
的土壤颗粒在径流的作用下发生位移的过程；泥沙沉积为运动的泥沙下沉变为静止的过程。
4

1 绪论

土壤侵蚀的每个过程均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但其核心的能量动力过程的来源存在显著的
差异。土壤剥离过程的主导动力来源于雨滴和坡面径流的动能，泥沙搬运过程的主导动力
来源于坡面径流的动能，而泥沙沉积过程的核心动力来源于土壤颗粒自身的重力 [89,

90]

。

国内对土壤分离过程的研究很多[91-93]，但是对泥沙搬运和沉积过程的研究十分薄弱，显著
制约了土壤侵蚀过程模型开发和预报精度提升。因此，对泥沙搬运过程及沉积过程进行深
入系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泥沙搬运过程的研究的核心为坡面径流挟沙力。坡面径流挟沙力是指在特定的水动力
及边界条件下坡面径流能够输移的最大泥沙量[94]，其常用单位为 kg/m/s。坡面径流挟沙
力与经典的河流动力学中的水流挟沙力的单位存在一定的差别[95]。水流挟沙力的单位为
kg/m3，前者为输沙率的概念，而后者则为含沙量的概念。从单位上看，输沙率为含沙量
（kg/m3）与单宽流量（m2/s）的乘积，因此水流挟沙力消除了单宽流量的影响，其含沙
量的概念更加简单和直接，在将来土壤侵蚀模型构建时也能够使用含沙量的概念，但应注
意控制方程中各个量纲的协调。
坡面径流挟沙力为土壤侵蚀过程模型的核心输入参数。从能量平衡的角度出发，当实
际坡面径流能量较小时，坡面径流不足以剥离和搬运泥泥沙；当实际坡面径流达到剥离和
搬运泥沙的能力且小于径流挟沙力时，径流将继续利于多余的能量剥离和搬运土壤颗粒，
此时径流输沙率将继续增加直到趋近于径流挟沙力；在坡面水动力条件及下垫面相互作用
下，当两者之间状态达到稳定时，坡面径流将对土体不剥离也不使土壤颗粒沉积，达到一
种动态平衡状态；当坡面径流的水动力条件发生改变时，径流能量开始减小（下垫面糙率
变大或者坡降变缓），这种情况下坡面径流输沙率会大于径流挟沙力，进而导致部分泥沙
由于重力的作用发生沉积[96]。在坡面土壤侵蚀的过程中，由于受到降雨特性、地貌特征、
土壤质地以及土地利用等诸多因素复合的影响，坡面径流挟沙力呈现强烈的时空变异特性。
由于这一特性致使一些国际著名的土壤侵蚀学者认为坡面径流挟沙力不存在。物质连续公
式和能量守恒是土壤侵蚀模型构建的最基本控制方程，同时也是土壤侵蚀过程研究以及侵
蚀动力过程解析的最基本物理学原理，因此，在一定的水动力特性下，坡面径流对泥沙的
存在上限即径流挟沙力。
坡面径流为薄层水流，一般由径流驱动的坡面侵蚀过程分为细沟间和细沟侵蚀。细沟
间侵蚀阶段的坡面径流呈漫流状态，径流深一般在几个毫米范围内；细沟侵蚀阶段的径流
深通常在 10 cm 范围内[97]。由于水流和地貌形态的相互作用，坡面径流的路径随时间多
变，降雨雨滴对水流的打击使水流扰动剧烈，同时随着坡长的增加，径流深及流量均沿程
增加，径流属于典型的非恒定流[98-101]。研究表明，大多数坡面径流的流态属于过渡流和
紊流[88, 102]，径流的紊动性越大其在垂直方向的脉冲运动更加剧烈，同时加剧了径流对泥
沙颗粒的启动并进一步的搬运，径流挟沙力开始随着增加。相反，输沙率对径流流态的影
响显著，径流雷诺数和弗劳德数与输沙率呈负相关的幂函数关系[103]，表明利用径流流态
作为参数可以模拟预测径流挟沙力。野外条件下径流流量易获取，水流的运动粘滞系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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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输沙率的增大而急剧增大[103]，其两者之间的定量关系目前并没有得到明确，因此，
基于径流流态来模拟预测径流挟沙力存在一定的瓶颈。
由于坡面径流流量和坡度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参数且极易测量得到，因此研究学者通过
这两个参数来模拟径流挟沙力。Julien 和 Simons[104]在研究了一些推移质挟沙力公式对坡
面侵蚀的适用性的基础上，应用因此分析法推导出了基于径流流量和坡度的坡面径流挟沙
力公式， Tc =  q  S  / s ，q 为单宽流量（m2/s）；S 为坡度（%）； ,  ,  为系数参数。此挟
沙力公式被应用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提出的 ANSWERS（Areal Nonpoint Source
Watershed Environment Response Simulation 和 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模
型，成为重要组成模块之一。由径流挟沙力公式可以看出，坡度和径流量与径流挟沙力呈
正相关关系，坡面径流挟沙力随着坡度和径流量的增大呈幂函数增加。当坡度较缓时，坡
度对径流挟沙力的影响较小，但是随着坡度的逐渐增加其对坡面径流挟沙力的影响逐渐接
近流量的影响，此时坡面径流挟沙力可以用坡度和流量的幂函数更加准确地模拟[105]，其
坡度和流量的系数变化范围在 0.9～1.8 之间，均值接近于 1.4[106]。
以径流平均流速指标来研究径流挟沙力的学派被称为运动学派。坡面地貌形态、径流
流态、径流量、径流深、径流路径以及输沙率等因素影响着径流流速，能够综合反映水动
力特性，因此，径流流速也常被作为模拟坡面径流挟沙力的水动力参数之一。研究表明，
在非动床条件下坡面径流流速与径流挟沙力呈线性正相关关系[103]，即径流挟沙力随着径
流流速的增大而增大。径流流速对泥沙颗粒的搬运存在临界流速，称为泥沙启动流速，当
径流流速大于或等于启动流速后才能搬运泥沙。江忠善等[107]在结合试验数据及国内外坡
面径流流速收集的数据的基础上对基于流量和坡度的流速经验公式 V = Kqn S m 进行了统
计分析，进而获得了黄土坡面流速公式。研究表明，坡面径流流速与流量和坡度成正相关，
且坡度对流速的影响相对于流量较小。Guy 等[108]对坡面径流流速的研究表明，径流流速
与坡度和单宽流量呈正相关关系，同时水流的粘滞系数和比重也对流速存在显著的影响。
当侵蚀细沟出现后，坡面开始汇集成股流，其水动力特性发生变化，Govers 等[109]通过一
系列室内试验研究发现，对于粉壤土而言，径流流速仅为流量的函数，坡度对流量的影响
甚微，其试验的坡度变化范围为 2°～ 8.1°，径流量范围为 0.032×10-3～1.21×10-3 m3/s，
可能与坡度较缓有关。因此，将室内定床试验获得的径流挟沙力成果应用到野外实际坡面
尤其是陡坡坡面上，仍然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采用水流剪切力指标研究径流挟沙力的学派被称为动力学派。动力学派是以拖曳力和
上举力对泥沙颗粒的相互关系为理论基础。Einstein[110]首先提出沙粒切应力对推移质泥沙
运动起到一定作用，并采用水力半径分割法求沙粒切应力，在后来的研究中 Meyer-Peter
和 Muller[111]利用能坡分割法来计算沙粒切应力。利用剪切力来对挟沙力进行建模最早应
用于河流中，该方法具有较深的理论和试验验证基础，已经在河流泥沙中得到广泛应用。
然而由于坡面输沙的复杂性，建立较有理论性的挟沙力公式比较困难，因此，许多研究者
尝试将河道的挟沙力公式移植到坡面上。Alonso 等[112]对 9 个河流挟沙力公式，包括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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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和推移质公式，采用 40 组野外观测资料和 523 组水槽试验资料和 176 组凹形坡上的
试验对选择的 9 种公式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坡面流来说，Yalin[113]公式模拟的
结果与试验资料最为接近，Meyer-Peter 和 Muller[111]公式次之。在基于径流剪切力的概念
推导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方面，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汤立群和陈国祥[114]基于径
流有效剪切力的概念建立了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并将其应用到小流域次洪水侵蚀产沙预
报中，计算结果与实测值能够较好的吻合。Zhang 等[115]研究了泥沙粒径对泥沙输移系数
的影响，结合 WEEP（Water Erosion Prediction Project）模型中所使用的简化 Yalin[113]挟沙
力公式构建了与泥沙中值粒径相关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Tc = 0.024d50−0.303 4/2 ；d50 为泥沙
中值粒径（mm）； 为径流剪切力（Pa）。经验证，相比于 WEEP 中的挟沙力公式，此公
式的预测精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从能量平衡角度出发，基于径流功率或单位径流功率参数研究坡面挟沙力。Velikano
是最早提出并将能量平衡的概念应用于研究泥沙运动规律方面。Bagnold[116]认为，泥沙输
移的过程伴随着能量消耗的过程，首次提出了径流功率的概念，表征了一定高度水流沿着
坡面向下流动所消耗的势能损失，根据径流能量推导的挟沙力公式为：Tc = k ( − c )C ； k
为泥沙传输系数； =  V 为水流功率（W/m2）；C 为经验常数；c 为临界水流功率。Yang
随后提出了单位径流流功率的概念，为单位重量水体随时间的变化率，其公式为：P = SV ，
P 为单位水流功率（m/s）。Moore 等[118]根据单位水流功率的概念建立了径流挟沙力公式，
并进行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其对坡面片蚀和细沟侵蚀输沙都能够很好的模拟。Govers 等[109]
通过试验验证表明单位水流功率能够很好的描述坡面径流挟沙力。基于 Yang[117]的公式，
Govers 公式被建立且应用在 EUROSEM
（EUROpean Soil Erosion Model）模型[119]和 LISEM
（Limburg Soil Erosion Model）模型[120]中。我国学者张光辉[105]通过人工改变坡面糙率和
加沙试验研究坡面径流挟沙力与水流功率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两者呈现线性关系，其计
算公式为： Tc = 0.437( − 0.698) 。李占斌等[62]认为，土壤侵蚀过程为一种做功的过程，初
始状态径流所具有的势能和动能的总和与最终状态径流所具有的势能和动能的总和的差
值 为 径 流 搬运泥沙颗粒 所消耗的功， 因 此 ，提出了 径流能耗 的概 念 ，其公式为 ：
E = 

t

l

  g q(l sin  +1 2V

0 0

2

) − qx (( L − x)sin  + 1 2Vx2 )  dldt ，l 为试验土槽的坡长；Vx 为到坡顶的

距离为 x 的坡面任意一点的含沙水流平均流速；qx 为坡面 x 断面处的径流的流量；  为水
的密度；t 为试验所持续的时间；E 为在坡面径流出口处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消耗的能量。
基于此概念，李占斌等通过室内一系列水槽试验，建立了径流能耗和坡面径流挟沙力的定
量关系：Tc = k (E − Ec ) ，k 为土壤可蚀性参数， Ec 为临界径流能耗。李鹏等[121]对基于
临界径流能耗的挟沙力公式进行了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坡面径流能耗理论相对简便，将更
利于对坡面土壤侵蚀过程进行描述。
1.2.3 土壤侵蚀模型研究进展
土壤侵蚀是环境恶化导致的一种自然界现象，其伴随着水土流失，侵蚀产生的泥沙被
水路携带进入沟道，一方面破坏土地生产力，另一方面对水生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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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土壤侵蚀被人类所重视，对土壤侵蚀的产沙机理以及泥沙输移的定量化研究长期以
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土壤侵蚀模型则是一种重要的手段来定量化描述土壤侵蚀。在
过去的几十年，各种各样的土壤侵蚀模型被开发，每个侵蚀模型的复杂性、精确性、参数
的输入和结果的输出，方法及时空尺度方面均有所不同。在各国学者的研究下，土壤侵蚀
的基本机理逐渐被清晰，因此土壤侵蚀模型的开发被不断的优化发展。总的来说，土壤侵
蚀模型可以被分为三大类：经验模型、概念性模型和基于物理过程模型。
经验模型是对自然过程的模拟，主要基于统计观测数据，建立侵蚀量与水土流失各个
因子的回归关系。最为著名的是 1965 年美国学者 Winschmeier 和 Smith[122]提出的通用土
壤流失方程（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USLE）。该模型较为全面地考虑了影响土壤侵
蚀的自然因素，模型中涉及的因子主要包括降雨侵蚀力、土壤可蚀性、坡度与坡长、作物
覆盖与管理、水土保持措施 7 个因子。该公式结构合理、参数代表性普遍，迅速被土壤侵
蚀研究者在美国及其它国家地区进行了土壤模拟、验证和预测，并进一步在水土保持规划
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应用。然而，此公式没有对泥沙的输移和沉积有所考虑，仅局限于坡面
侵蚀，忽略了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且与土壤侵蚀相关的驱动力因子并未被考虑在内。因此，
自 1985 年开始，Renard 等[123]经过多年对 USLE 模型进行发展和改进，提出了修正通用
流失方程（R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RUSLE），改进的模型充分考虑了季节更
替对土壤可蚀性因子的影响以及土壤侵蚀对细沟的敏感性，且更加细化了土地覆盖和管理
因子。针对黄土高原的侵蚀状况，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土壤侵蚀预报经验模型，尤其在
黄土高原地区，大多数基于洪峰流量、径流量、土壤可蚀性、流域平均径流深和坡度等相
关因子通过统计回归分析建立模型。刘善建[124]于 1953 年根据径流小区的观测资料，通过
回归分析得到了坡面年侵蚀量的计算公式；刘宝元[125]基于 RUSEL 模型，结合我国的实
际情况提出了中国土壤侵蚀预报模型（Chinese Soil Loss Equation，CSLE）；鲁克新和李
占斌[126]从能量的角度出发，根据理论推导径流功率为次降雨洪峰量与平均径流深的乘积，
结合小流域次降雨水沙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了流域次暴雨侵蚀产沙预报模型。以上经
验模型计算过程简单、应用方便，虽然不能客观反映对土壤侵蚀过程的内在机理，但对次
降雨下总侵蚀产沙量的模拟效果较为理想。但是，经验模型主要是基于特定区域的下垫面
状况下提出的侵蚀预报模型。因此，模型在其它地理区域的推广应用的准确性受到限制。
经验模型也可能利用对流域系统物理学的不切实际的假设，因此忽略了一些流域输入的异
质性，如降雨和土壤类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经验模型忽略了集水系统中固有的非线
性关系。
概念模型基本上是经验模型和基于物理过程模型的结合，更适用于回答一般问题[127]。
这些模型是以空间集中形式下的水沙连续性公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28]。概念模型是基
于水文单元概念的基础上预测产沙量。概念模型代表一个流域内部的内在贮存为一个系统，
其通常在其概念结构中结合径流产生和泥沙输移固有物理过程。这些模型通常统一了流域
过程的一般描述，而没有指定需要非常详细的流域信息的交互过程。因此，这些模型提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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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流域内土地利用变化的定量和定性影响的指标，而没有考虑从空间和时间的输入中获得
数据。概念模型中每个参数的取值是通过对观测数据进行校准获得的，例如观测的流量和
含沙量[129]。由于这一要求，概念模型往往会受到其参数值的可识别性问题的影响[130]。通
常，与更复杂的模型相比，简单的概念模型的模型参数识别的问题更少。为了最小化模型
参数识别的问题，可以在适用情况下减少需要通过校准估计的参数的数量[131]。然而，这
种模型的简化可能会影响校准数据的精确性。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为
一个具有很强物理机制的长时段的流域概念性水文模型，利用 GIS 和 RS 提供的空间数据
信息将流域划分为若干个水文响应单元（Hydrological Response Unit，HRU），各 HRU 内
的侵蚀量和产沙量通过 MUSLE 公式（Modifi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来估测。EPIC
（Erosion-Productivity Impact Calculator）为概念性土壤侵蚀模型和生产力影响估算模型，
该模型对径流量计算采用径流曲线法（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CS），并结合不同土壤
侵蚀经验公式来估算侵蚀量。AnnAGNPS（Annualized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model）为农业非点源模型，此模型同样为概念性模型，也是通过 SCS 径流曲线
法计算径流量，再结合 RUSLE 模型估算土壤侵蚀量。
基于物理过程模型通常基于质量守恒、动量公式和能量的概念，从水力学角度出发描
述明渠流量或地表流量的控制方程以及泥沙质量守恒[132, 133]。在世界范围内用于预测泥沙
侵蚀和沉积产量的大多数基于物理过程土壤侵蚀模型不是 100％基于物理基础的，因为描
述每个单独过程的数学表达式是基于经验/概念方法及其假设和考虑而建立的[134]。特别是
基于物理过程模型经常被过度参数化[135, 136]。基本上，基于物理过程模型的参数是可独立
测量的。然而，由于存在大量复杂参数和临界特征的异质性，特别是流域尺度的这些参数
与观测数据的校核是不可避免的[136]，导致参数值会产生诸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
大量的参数需要重新测量确定（在某些情况下达到数百个），识别模型参数的能力将变得
非常困难，并且所期望的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并非是唯一的[127]。WEEP 模型是最早的基于
物理过程的土壤侵蚀预报模型，模型采用运动波计算坡面水流，土壤入渗采用 Green-Ampt
公式来计算；采用基于剪切力的挟沙力公式来计算泥沙的输移过程，土壤侵蚀模块的计算
具有一定的物理基础[137]。来自欧洲的 EUROSEM（EUROpean Soil Erosion Model）侵蚀
模型是基于物理过程的动力学模型[119]，模型在 KINEROS（Kinematic Runoff and Erosion
Model）模型的基础上[138]对流域坡面和沟道进行了区分，径流过程的模拟依据全水文过
程机理，分别对雨滴溅蚀、细沟间和沟道侵蚀独立计算土壤侵蚀和泥沙的不平衡输移过程，
此模型计算的时间步长为分钟级，因此，对水沙输移的内在机理的模拟较为清晰。LISEM
（Limburg Soil Erosion Model）是在 GIS 环境下开发的土壤侵蚀预报和径流定量评估的物
理模型，该模型同样考虑了完全水文过程、土壤剥离、输移及沉积过程；模型与 GIS 系
统实现了完全的耦合，能够实现对栅格数据的自动划分及相关数据的自动采集输入，同时
可以直接输出模拟结果的时空分布图[139]。我国土壤侵蚀动力学模型在近 10 年来得到了一
定的发展，戚隆溪等[140]依据侵蚀水动力学，应用一维圣维南方程来计算坡面径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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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建立了坡面土壤侵蚀模型。Liu 等[141]根据非饱和输沙理论，发展了具有明确物理
基础的细沟侵蚀动力学模型。
综上所述，国内外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随着计算机
技术的不断提高，使其在侵蚀模拟和预测的精度和效率方面不断得到提升。但是，土壤侵
蚀预报模型开发的根本来自基本的侵蚀物理过程机制，由于下垫面情况差异，使得土壤侵
蚀预报模型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因此加强侵蚀过程机理研究，可以更好地发展和完
善区域性土壤侵蚀预报模型。

1.3 论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发展和构建坡面水沙高性能稳健数值模型。首先对水文水动力数值模拟算法
进行优化，探究现有摩阻源项的求解方法并提出新的隐式处理方法，以期提高模型的计算
效率；以坡面为研究对象，采用室内上方来水冲刷实验，探究不同流量和坡度下坡面的水
动力参数的动态变化，阐明坡面侵蚀量对水动力学参数的响应关系，辨析基于水动力学参
数的经典坡面径流挟沙力方程对坡面输沙能力的模拟精度，进一步修正提出适宜于试验坡
面径流挟沙力公式；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坡面水沙耦合数值模型，并通过室内
模拟降雨坡面侵蚀试验对其进行验证，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的结果辨析坡面侵蚀泥沙来源。
通过理论优化坡面流数值算法，并结合室内试验提出新的坡面挟沙力方程，基于新的坡面
挟沙力公式提出的坡面泥沙数值方程，最后将坡面泥沙数值方程耦合到坡面流数值模型中，
构建坡面水沙耦合数值模型，同时结合 GPU 加速并行计算技术构建高性能坡面水沙数值
模型，以期为坡面泥沙预测提供新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复杂地形下水文水动力数值模拟
在模拟地表径流时，一方面，水深较浅的区域极易引起极大的底坡摩阻，导致数值模
拟过程中出现失稳；另一方面，高精度的分辨率 DEM 能够较好地捕捉干湿边界，是否有
利于提高径流模拟精度。因此，摩阻源项处理方法和 DEM 分辨率对地表径流稳健高精度
模拟的影响是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在总结分析先前研究学者对处理摩阻源项的方法，提出
了积极有效的摩阻源项处理方案，该方案将隐式问题解决方案转换为显式方式，避免了冗
余迭代并允许使用更大的计算时间步长来计算摩阻源项，且模型运行稳健，从而提高编程
可操作性和计算效率。为了验证提出新的摩阻源项处理方案的有效性，通过理论算例、解
析解算例以及真实的流域算例进行模拟，并将模拟结果与观测结果进行统计比较分析，用
来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同时，运用 CPU 和 GPU 并行加速技术提高了高分辨率 DEM 的模
拟效率。
（2）坡面侵蚀动力过程研究
侵蚀动力是描述坡面侵蚀过程的重要参数。本文通过室内土壤坡面放水冲刷实验，分
析了应用广泛的侵蚀物理模型的水动力参数如雷诺数、流速、径流剪切力、单位径流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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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径流能耗随坡度及流量的演变规律，进一步探索侵蚀量对各个水动力参数的响应关系。
（3）坡面径流挟沙力修正
径流挟沙力为构建输沙公式的关键参数之一，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试验来建立
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该公式为半经验公式，与颗粒粒径，径流量和坡面坡度密切相关。
基于径流剪切力和单位径流功率，利用选取的广泛应用的挟沙力公式对试验坡面的泥沙输
移能力进行模拟预测并与观测值进行对比，选取最优的挟沙力公式形式，在此基础上对试
验坡面观测的水动力参数及输沙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修正挟沙力公式，推导出适用于黄土
坡面的径流挟沙力公式。
（4）坡面二维水沙耦合模型
坡面二维水沙模拟预测及侵蚀泥沙来源辨析是目前坡面侵蚀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
在推导出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的基础上构建坡面侵蚀输沙方程，并将其耦合到优化后的
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中，开发出全耦合的二维坡面水沙数值模型；并通过室内坡面模拟降
雨试验来验证构建的坡面二维水沙耦合模型的模拟效果；通过提取数值模拟结果来分析水
沙的时空演变过程，进一步辨识侵蚀泥沙来源。

1.5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本文应用计算水力学、泥沙运动力学、水动力学、土壤学和地貌学等学科相关理论，
以坡面侵蚀过程数值模拟为研究对象，开展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算法优化、坡面径流挟沙
力推导以及坡面二维水沙高性能稳健数值模型构建的研究。
基于计算水力学，对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中的摩阻源项部分计算方法进行优化，应用
数学方法求解变换的摩阻源项一元二次公式，将隐式问题解决方案转换为显式方式，解决
了计算过程冗余迭代和减小时间步长来提高运算效率的问题，且提高编程可操作性。
基于泥沙运动力学、水动力学和土壤学，结合室内坡面放水冲刷实验，研究不同流量
和坡度条件下坡面径流水动力参数动态变化过程，选取基于分析的水动力参数的坡面径流
挟沙力公式对试验坡面泥沙输移能力进行模拟并与观测值对比，进而获得最优的坡面挟沙
力公式，基于此公式形式结合观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推导出适用于实际坡面的径流挟沙
力公式。
基于推导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结合泥沙运动力学、土壤学和地貌学，构建坡面泥沙
输移公式，然后将其耦合到优化后的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的控制方程中，结合 CPU 和 GPU
的并行加速技术开发耦合坡面水沙模型的运行程序，最后获得高性能坡面二维水沙数值模
型。
技术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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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研究技术路线图
Fig.1-1 Research Technology Roadmap

1.6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长期以来，如何更精确高效地模拟坡面水沙过程是土壤侵蚀学科的研究重点，受薄层
水流水深较浅影响，径流摩阻引起模拟失稳的概率提高，此情况下高分辨率地形来更准确
地辨别干湿边界，能够提高模拟精度但同时增加了计算负担；目前，对于国内普遍使用的
侵蚀模型多来自于国外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结果均是基于非粘性缓坡试验条件下获得的
挟沙力公式，不易直接应用于黄土试验坡面侵蚀过程模拟，因此，亟待需要构建适用于黄
土坡面的径流挟沙力公式，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土壤侵蚀模型。因此，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如下：
（1）水文水动力数值模拟算法优化及高性能计算
解决方案：基于目前流行的摩阻源项隐式处理方案，从避免冗余迭代和增大时间步长
来提高运算效率的角度出发，应用数学方法求解变换的摩阻源项一元二次公式，将隐式问
题解决方案转换为显式方式，在不改变模拟精度的情况下提高计算效率；结合 CPU 和 GPU
的并行加速技术，即使在高分辨率地形确保能够有效地降低计算负担。
（2）坡面径流挟沙力
解决方案：利用室内坡面放水冲刷实验，研究不同流量和坡度条件下坡面径流水动力
参数动态变化过程，选取基于分析的水动力参数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对试验坡面泥沙输
移能力进行模拟并与观测值对比，进而获得最优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基于此公式结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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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观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推导出适用于实际坡面的径流挟沙力公式。
（3）坡面侵蚀数值模拟及侵蚀来源辨识
解决方案：将推导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的基础上构建坡面侵蚀输沙方程耦合到优化
后的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中，开发出全耦合的二维坡面水沙数值模型，并应用到坡面降雨
侵蚀模拟中，依据模拟的结果获得坡面侵蚀的空间分布。

1.7 论文主要创新点
本研究以地貌形态中较为简单的单元坡面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值分析、模拟试验、定
位观测和统计分析方法，结合 CPU 和 GPU 并行加速的编程思想，通过优化水文水动力数
值模型的计算方法，提高模拟精度和效率；发展了适用于坡面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进一步
了构建坡面泥沙输移方程，并耦合到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开发坡面二维水沙高性能稳健
数值模型。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发展了新的摩阻源项的计算方法，提高了坡面、流域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的计
算效率和地表径流模拟的精度。通过将摩阻源项问题的隐式解决方案转换为显式方式，避
免冗余迭代并允许使用更大的计算时间步长来计算摩阻源项，且模型能够稳健地运行，从
而提高编程可行性和计算效率。
（2）建立了适合于粘性沙坡面的修正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基于单位径流功率
的 Govers 挟沙力公式，引入粘性沙起动流速计算方法并结合 Govers 挟沙力公式的形式，
进一步对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确定了基于泥沙颗粒粒径的参数。
（3）建立了坡面二维水沙高性能稳健数值模型，辨识了坡面侵蚀泥沙的来源及其变
化。将推导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的基础上构建坡面侵蚀输沙方程耦合到优化后的水文水
动力数值模型中，进而模拟坡面侵蚀的时空演变过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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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复杂地形下坡面水文水动力数值模拟
地表水数值模型，包括坡面流和明渠流，在解决水文[142, 143]，水动力[144-146]和环境问
题[67, 147-150]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水文模型和简单的水动力模型常被用于坡面或流域尺度
的地表径流模拟，比如地表水[151, 152]，洪峰过程[153, 154]以及流域产汇流[155, 156]和泥沙输移
过程[41, 157]。在这些地表径流模型中，基于圣维南方程（浅水方程）动力波数值模型被认
为是最具物理过程的数值模型，能够准确地模拟水流的时空特性。然而，不规则地形上径
流的复杂特性导致 Godunov 格式的浅水方程在地表径流模拟应用过程中出现效率低和失
稳现象。因此，发展有效稳健的地表径流模型仍然存在很多挑战。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大
量实质性的工作致力于发展浅水方程，许多稳健的数值解决方案被发展和提出以期解决在
实际应用中遇到的不同问题，比如捕捉不连续流动的激波问题[158]，干湿边界处水深的影
响[79,

159]

以及保证静水方案[160-162]。然而，对于应用浅水方程准确稳定地模拟薄层水流来

说，妥善地离散摩阻源项仍面临着挑战。不适宜的摩阻源项离散可能会导致数值震荡和流
速预测不准确。
在浅水方程中，摩阻源项通常为流速和水深的非线性公式。一维圣维南方程组表示如
下：
q qu + 0.5 gh 2
+
= Sb + S f
t
x

（2-1）

式中： q 表示单宽流量（m2/s）； t 表示时间步长（s）； x 表示水平横向坐标； u 表示 x 方向
水深平均流速（m/s）； h 表示水深（m）； g 表示重力加速度（m/s2）； Sb 表示底坡源项；
S f 表示摩阻源项。

摩阻源项的非线性及其与其它源项的相互作用给稳健的离散方案带来困难。通过考虑
一个简单的坡面均匀流例子来阐述摩阻源项的物理意义，阻力的方向往往与流速（径流）
的方向相反。在坡面流流动过程中，如果径流阻力（一个流速和水深的公式）大于沿坡面
重力作用，那么流速就会减少，直到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相反，如果沿坡面的重力作用小
于径流阻力的作用，那么径流阻力作用就会增强，直到达到新的平衡。因此，摩阻源项通
常会消耗一定的时间使径流向平衡状态趋近。阻力向平衡状态松弛时间由摩阻源项的雅可
比矩阵来得到。对于一维圣维南方程组，径流松弛时间计算公式为：
Tf ~
h −1

1
1
=
2 −3/ 4
S f
2 gn h
u
u

（2-2）

式中： n 为曼宁系数（s/m1/3）。
由式（2-2）可知，当水深非常小的时候，径流松弛时间也将会很小，因此显式的
浅水方程模型中的松弛时间将远远小于由柯朗数（Courant–Friedrichs–Lewy，CFL）
条件决定的时间步长。这种快速松弛通常称为“刚度”松弛并且与所谓的“刚度”摩
阻源项相关联。要解决与刚度松弛相关的数值问题，一种简单的算法是限制时间步长。
然而，这可能导致使用非常小的时间步长，进而出现不切实际的模拟时间，极大地增
加了计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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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发一种仅有 CFL 条件来决定的时间步长，使径流向平衡态松弛且没有进一
步约束的积极有效的数值方案来离散摩阻源项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现存算法的局
限性，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隐式方案来离散摩阻源项。

2.1 控制方程
通过静压假设对三维 Navier-Stokes 方程沿水深方向积分得到水深平均的二维浅水方
程，同时忽略科氏力、风力项以及紊动项，守恒形式的二维浅水方程可以表示为以下矢量
形式：
q f g
+
+
=s
t x y


i
qx


h 


qy




 

2
2


q =  qx  , f = uqx + gh2 / 2 , g = 
s
=
s
+
s
=
−
gh

z
/

x
−
C
u
u
+
v
vqx
,
b
f
b
f



vq + gh 2 / 2 
 uq y

qy 
 − ghzb / y − C f v u 2 + v 2 
 


 y




（2-3）

（2-4）

式中：t 表示时间步长（s）；x ，y 表示别为水平横向坐标和纵向坐标；q 表示守恒变量，

qx 表示 x 方向的单宽流量（m2/s），qx = uh ；qy 表示 y 方向上的单宽流量（m2/s），qy = vh ；
h 表示水深（m）；u 表示 x 方向上的平均流速（m/s）；v 表示 y 方向上的平均流速（m/s）；
f 表示 x 方向的通量矢量； g 表示 y 方向的通量矢量； s 表示源项矢量； sb 表示底坡源

项； s f 表示摩阻源项； zb 表示河床高程（m）； C f 表示床面糙率系数， C f = g n2 / h1/3 ； n
表示曼宁系数（s/m-1/3）， 表示水位（m）； = h + zb ；i 表示静降雨量（mm/h），i = ir − ii ；
。
ir 表示降雨强度（mm/h）； ii 表示入渗率（mm/h）

2.2 数值方案
本文基于矩形网格，采用一阶 Gudonov 格式有限体积法对控制方程进行离散。同时，
对本文提出的新摩阻源项离散化数值方案在本节进行阐述。
2.2.1 控制方程离散
采用中心格式的有限体积法计算单元控制体，积分形式如下：
 f g 
q
 t d  +   x + y  d  =  sd 

（2-5）

通过发散定理，式（2-5）可以变为：
q
（2-6）
 t d +  F(q)  n d  =  ( sb + s f ) d 
式中： 和  分别表示控制体体积和控制体边界；n 表示所选单元的边界单元向外法向量，
定义为 (nx, ny)T； F(q)  n 表示边界通量矢量，可以表示为：

 qx nx + q y ny



F(q)  n = ( f nx + g ny ) = ( uqx + gh2 / 2 ) nx + vqx ny 


uqx ny + ( vq y + gh2 / 2 )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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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6）应用有限差分计算第一项。因此，经过一个时间步长  t ，单元格 i 内在下
一个时间步长更新的径流量可用下式表示：
t
qin +1 = qin +
sd  −  F(q)  nd 

 
通过显格式的欧拉公式对单元格边界的 F(q) n 进行积分计算：

(



)

（2-8）

nb



F(q)  nd  =  Fk (qn )  n k lk

（2-9）

k =1

式中： k 和 l 分别表示第 i 个网格的第 k 条边界及其边界长度； nb 表示第 i 个网格的界面数
量。
2.2.2 界面变量的空间二阶精度重构
准确计算流量和通量的关键之一是求解界面两侧的黎曼问题。通过假定单元内物理变
量的分布规律，进而依据单元中心值向外推到获得单元界面上变量的值。如果单元内的物
理量呈现常数分布，且单元中心值被定义为界面上的值，那么此计算格式精度在空间上为
一阶精度。然而，为了更准确地模拟计算结果，空间二阶精度被发展进而对界面两侧的变
量进行重构，形成黎曼问题。因此，在本模型中，单元界面左右两侧的变量通过限制坡度
插值获得，插值基于单元中心值。此算法使模型在空间上具有二阶精度，同时也使数值震
荡得到有效地抑制。
如图 2-1 所示，单元界面 i+1/2 为任意单元 i 和毗邻的单元 i+1 的界面，ηi 和 ηi+1
分别为单元 i 和单元 i+1 的水位，ηi+1/2 -和 ηi+1/2 +分别为单元界面 i+1/2 左侧和界面右侧
的水位。

图 2-1 界面变量空间二阶重构
Fig.2-1 Second order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t interface

对图 2-1 中的单元界面 i+1/2 两侧的黎曼状态进行空间二阶重构，则界面两侧的变量
为：
单元界面 i+1/2 左侧的变量：

i+1/2− = i + rii→i +1/2−

（2-10）

hi +1/2− = hi + rihi→i +1/2−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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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x + ri q x

（2-12）

bi +1/2− = bi + ribi→i +1/2−

（2-13）

qx

i +1/2−

i→i +1/2−

式中：i +1/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左侧的水位（m）； i 表示单元界面 i 的水位（m）； hi +1/2
−

−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左侧的水深（m）； hi 表示单元界面 i 的水深（m）； qi +1/2 表示单元界
−

面 i+1/2 左侧的单宽流量（m2/s）； qi 表示单元界面 i 的单宽流量（m2/s）； bi +1/2 表示单元
−

界面 i+1/2 左侧的底部高程（m）； bi 表示单元界面 i 的底部高程（m）； ri 表示单元界面 i
的中心点到单元界面 i+1/2 中心点的矢量距离（m）； i→i +1/2 表示水位在单元界面 i 的中
−

心点到单元界面 i+1/2 中心点在 x 方向的梯度（m/m）； hi→i +1/2 表示水深在单元界面 i 的
−

中心点到单元界面 i+1/2 中心点在 x 方向的梯度（m/m）；qi →i +1/2 表示单宽流量在单元界
−

面 i 的中心点到单元界面 i+1/2 中心点在 x 方向的梯度（m/m）； bi→i +1/2 表示底部高程在
−

单元界面 i 的中心点到单元界面 i+1/2 中心点在 x 方向的梯度（m/m）。
单元界面 i+1/2 右侧的变量：

i +1/2+ = i +1 + ri +1i +1→i +1/2+

（2-14）

hi +1/2+ = hi +1 + ri +1hi +1→i +1/2+

（2-15）

qi +1/2+ = qi +1 + ri +1qi +1→i +1/2+

（2-16）

bi +1/2+ = bi +1 + bi +1bi +1→i+1/2+

（2-17）

式中：i +1/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右侧的水位（m）； i 表示单元界面 i 的水位（m）；hi +1/2
+

+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右侧的水深（m）； hi 表示单元界面 i 的水深（m）； qi +1/2 表示单元
+

界面 i+1/2 右侧的单宽流量（m2 /s）； qi 表示单元界面 i 的单宽流量（m2 /s）； bi +1/2 表示
+

单元界面 i+1/2 右侧的底部高程（m）； bi 表示单元界面 i 的底部高程（m）； ri 表示单
元界面 i 的中心点到单元界面 i+1/2 中心点的矢量距离（m）； i +1→i +1/2 表示水位在单
+

元界面 i+1 的中心点到单元界面 i+1/2 中心点在 x 方向的梯度（m/m）； hi +1→i +1/2 表示
+

水深在单元界面 i+1 的中心点到单元界面 i+1/2 中心点在 x 方向的梯度（m/m）；
qi +1→i +1/2+ 表示单宽流量在单元界面 i+1 的中心点到单元界面 i+1/2 中心点在 x 方向的

梯度（m/m）； bi +1→i +1/2 表示底部高程在单元界面 i+1 的中心点到单元界面 i+1/2 中心
+

点在 x 方向的梯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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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复杂地形下水文水动力数值模拟

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定性，单参数 minmod 限制器被用于限制梯度，公式如下，

 ( ri ) = max 0, min(ri ,1)

（2-18）

f + − fi
fi − f −

（2-19）

ri =

式中：i 为矩形笛卡尔单元；+表示上游；-表示下游单元。
坡度限制器对于区分连续与不连续地形和在正确的位置约束坡度是十分重要的。
2.2.3 非负水深重构
准确捕捉干湿界面的动态变化和保证干湿界面变化时模型的稳定性是地表径流模拟
的关键之一。干湿界面变化时水流模拟易发生失稳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流速的计算结果是由
单宽流量除以对应的水深获得，然而干湿界面处的水深比较小，因此在干湿界面计算过程
中很大可能产生不切实际的非常大的流速，进而造成负水深的出现，导致整个计算模型失
稳。如图 2-2（a）和（c），干湿界面问题通常分为 2 种典型的情况。

图 2-2 干湿界面非负水深重构：（a）情况1重构前；（b）情况1重构后；
（c）情况2重构前；（d）情况2重构后
Fig.2-2 Procedure of non-negative water depth reconstruction at wet–dry interface: (a) values of case (1)
before reconstruction, (b) values of case (1) after reconstruction, (c)values of case (2) before reconstruction,
(d) values of case (2) after reconstruction.

采用 Liang 等[79]提出的一种高效稳健的非负水深重构算法解决干湿边界问题。首先，
定义单元界面处的非负水深为 0 m。其次，修改干湿界面的水位和底部高程，以保证干湿
界面处数值的和谐性和质量守恒。重建过程如图 2-2（b）和（d）所示。相比较于原始状
态的单元界面左右的水位和底部高程（图 2-2（a）和（c）），单元界面右侧的水位和底部
高程被改变（图 2-2（b）和（d））。依据这一点，此非负水深重构的算法相对简单易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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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如下：
重构之前，单元界面 i+1/2 的底部高程被定义如下：

(

bi +1/2 = max bi +1/2− , bi +1/2+

)

（2-20）

首先，在单元界面 i+1/2 的底部高程和单元界面 i 的水位值，选择较低的值作为单元
界面 i+1/2 的底部高程新的底部高程以保证修改得到的底部高程不大于单元 i 的水位值。

(

bi +1/2  min bi +1/2 ,i +1/2−

)

（2-21）

其次，单元界面 i+1 的水深被重构以确保单元界面 i+1 的水位和单元界面 i+1/2 新的
底部高程相等。

(

)

(

hi +1/2+ = max 0,i +1/2+ − bi +1/2 − max 0, bi +1/2+ − bi +1/2

hi +1/2− = i +1/2− − bi +1/2

)

（2-22）
（2-23）

因此，单元界面 i+1/2 的单宽流量重构为：

qix+1/2+ = hix+1/2+  vix+1/2+

（2-24）

qiy+1/2+ = hiy+1/2+  viy+1/2+

（2-25）

qix+1/2− = hix+1/2−  vix+1/2−

（2-26）

qiy+1/2− = hiy+1/2−  viy+1/2−

（2-27）

式中：qi +1/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右侧沿 x 方向的单宽流量（m2/s）；hi +1/ 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x

x

+

+

右侧沿 x 方向的水深（m）； vi +1/ 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右侧沿 x 方向的流速（m/s）； qi +1/2
y

x

+

+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右侧沿 y 方向的单宽流量（m2/s）； hi +1/ 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右侧沿 y
y

+

方向的水深（m）； vi +1/ 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右侧沿 y 方向的流速（m/s）； qi +1/2 表示单元
x

y

+

−

界面 i+1/2 左侧沿 x 方向的单宽流量（m2/s）；hi +1/ 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左侧沿 x 方向的水
x

−

深（m）；vi +1/ 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左侧沿 x 方向的流速（m/s）；qi +1/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y

x

−

−

左侧沿 y 方向的单宽流量（m2/s）； hi +1/ 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左侧沿 y 方向的水深（m）；
y

−

viy+1/ 2− 表示单元界面 i+1/2 左侧沿 y 方向的流速（m/s）
。

2.3 数值算法
本文旨在发展和构建高性能坡面水沙数值模型。首先对水文水动力数值模拟算法进一
步优化，探究现有摩阻源项的求解方法并提出新的隐式处理方法，以期提高模型的计算效
率；以坡面为研究对象，采用室内上方来水冲刷实验，探究不同流量和坡度下坡面的水动
力参数的动态变化，阐明坡面侵蚀量对水动力学参数的响应关系，辨析基于水动力学参数
的经典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对坡面输沙能力的模拟精度，进一步修正提出适宜于试验坡面
径流挟沙力公式；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坡面水沙耦合数值模型，并通过室内
模拟降雨坡面侵蚀试验对其进行验证。通过理论优化坡面流数值算法，并结合室内试验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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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坡面挟沙力公式，基于新的坡面挟沙力公式提出的坡面泥沙数值公式，最后将坡面
泥沙数值公式耦合到坡面流数值模型中，构建坡面水沙耦合数值模型，同时结合 GPU 加
速并行计算技术构建高性能坡面水沙数值模型，以期为坡面泥沙预测提供新的理论和技术
支撑。
2.3.1 通量计算
Toro[163, 164]开发的 Harten、Lax 和 Leer（HLLC）近似黎曼求解器被成功地应用于计
算通量。这里 qi +1/2− 和 qi +1/2+ 分别用 q L 和 q R 表示，则 Fk (q) nk 通过求解器计算得到（图
2-3）：

F L
 L
F
Fk (q)  n k =  *R
F
F R
 *

if 0  S L ,
if S L  0  S i +1/ 2 ,

（2-28）

if S i +1/ 2  0  S R ,
if S R  0

式中：S L 表示单元 i 波的传播速度（m/s）；S i +1/2 表示界面单元 i+1/2 波的传播速度（m/s）;

S R 表示界面单元 i+1 波的传播速度（m/s）。

图 2-3 HLLC求解局部黎曼问题
Fig.2-3 HLLC salutation of a local Riemann problem

考虑到单元 i 和单元 i+1 干床问题，单元 i 和单元 i+1 的波速计算为：

u ⊥ R − 2 gh R
if h L = 0,

S =
⊥L
L
⊥
L

min(u − gh , u* − gh* ) if h  0,
u ⊥ L + 2 gh L
if h R = 0,

R
S =
⊥R
R
⊥
R

min(u − gh , u* − gh* ) if h  0.
L

(2-29)

(2-30)

⊥

式中： u ⊥ 表示垂向流速（m/s）, u = unx + vny ;
⊥
中间变量 h* 和 u 的计算公式如下：
*

1
h* =
g

2

1 ⊥L
1

L
R
(
gh
+
gh
)
+
(u − u ⊥ R )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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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1 ⊥L
(u + u ⊥ R ) + gh L − gh R .
4

(2-32)

单元界面 i+1/2 波速计算采用 Toro 等[164] 提出的如下公式：

S

i +1/2

S L h R (u ⊥ R − S R ) − S R h L (u ⊥ L − S L )
=
h R (u ⊥ R − S R ) − h L (u ⊥L − S L )

(2-33)

L
R
界面通量 F L = F(q L ) nk 和 F R = F(q R ) nk 基于公式（2-7）计算获得。 F 和 F 可由下
*

*

面公式计算得到：



F*1


F*L = F*2 nx − u ||L F*1n y  ,


|| L
F*2 n y + u F*1nx 

(2-34)



F*1


F*R = F*2 nx − u ||R F*1n y  .


|| R
F*2 n y + u F*1nx 

(2-35)

||
式中： u|| 表示切线流速（m/s）， u = −uny + vnx 。

HLLC 计算单元界面 i+1/2 通量 F* = F*1 , F*2  的计算公式如下：
T

F* =

S R F (q ⊥ L ) − S L F (q ⊥ R ) + S L S R (q ⊥ R − q ⊥ L )
S R -S L

(2-36)

在式（2-36）中，

q⊥ = h, qx nx + qy ny 


hu ⊥
F(q ) =  ⊥

2
u (qx nx + q y ny ) + gh / 2
⊥

(2-37)
(2-38)

2.3.2 底坡源项计算
Audusse 等[159]提出了一种将一个单元的底坡源项可以转换成此单元界面的通量形式
的算法，这个算法能够保持数值格式的和谐性。然而，对于二阶数值方案，为了使通量守
恒，必须额外增加源项。Valiani 和 Begnudelli 提出了一种积极有效的底坡源项的离散形式，
该算法假设一个单元底部高程和水位的线性变化，然后将坡度源项用通量的形式来表示。
Hou 等[160]在基于以上底坡源项的离散方案，提出了一种新的通量算法来处理坡度源项。
相比较于 Valiani 和 Begnudelli 提出的处理底坡源项的通量算法，Hou 等[160]的算法通过将
一个单元的积分分裂成子单元积分，这种算法的精确度更高，且该算法严格保持了数值格
式的和谐性，且不仅可以运用到二阶数值方案，还可以应用到更高阶的数值方案，同时能
够结合非负水深重构来处理干湿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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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4 中的一维情况，底坡源项在单元 abcd 的积分式为：



abcd

zb 

−
gh

 d
x 


(2-39)

以上积分可以转换成由 2 个子单元的积分组成：

z 
z 
z 



− gh b  d  =   − gh b  d  + 
− gh b  d 


abcd
abfe
cdef
x 
x 
x 



h +h


=   − g 1 0 ( zb0 − zb1 )  d 
abfe
x





h +h


+
− g 2 0 ( zb2 − zb0 )  d 

cdef
x


h +h
h + h

= − g  1 0 ( zb0 − zb1 )+ 2 0 ( zb2 − zb0 ) 
2
 2


(2-40)

式中： h0 表示单元形心界面的水深（m）； h1 表示单元左侧界面的水深（m）； h2 表示单
元右侧界面的水深（m）； zb0 表示单元形心界面的底部高程（m）； zb1 表示单元左侧界
面的底部高程（m）； zb 2 表示单元右侧界面的底部高程（m）。

(a)

(b)

图 2-4 底坡源项积分计算：(a) 线性变化，(b) 非线性变化
Fig.2-4 Integral form of the slope source for a column computed with the proposed
approach Eq. (23): (a) for a case with linear variations of values in a column, (b) for a
case with nonlinear variations of values in a column.

式（2-40）转换成通量形式后，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h +h
h + h

− g  1 0 ( zb0 − zb1 )+ 2 0 ( zb2 − zb0 ) 
2
 2

h +h
h +h
= g 1 0 ( zb1 − zb0 ) − g 2 0 ( zb2 − zb0 )
2
2
= FS 1n1l1 + FS 2n 2l2

（2-41）

式中： FS 表示底坡源项通量； n1 表示 x 方向向量的分量，值为-1； n 2 表示 x 方向向量的分
量，值为 1； l1 和 l2 方向向量的分量的长度，值都为 1。
在左边界面和右边界面的底坡源项通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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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1 = − g (h1 + h0 )( zb1 − zb0 ) / 2
FS 2 = − g (h2 + h0 )( zb2 − zb0 ) / 2

（2-42）

由公式（2-42）可以看出，公式中的水深和底部高程在形心和单元左右界面均为独立变
量，且非线性变化同样适用（图 2-4 b）
。由图 2-4(b)可知，受非线性水深和底部高程变化的
底坡通量能够被此算法正确地计算。因此，此算法能够适用于二阶或更高阶的底坡源项计算。
公式（2-42）对底坡源项的处理算法同样可以扩展到二维的单元。单元所有界面的通
量的总和可由底坡源项转换得到，因此底坡通量的矢量在单元界面 f 可以表示为：



0


FSf (q)  n f =  − n fx g (hML + hL )( zbM − zbL ) / 2 


L
 −n fy g (hM + hL )( zbM − zbL ) / 2 

（2-43）

式中： n fx 表示界面 n f 向外 x 方向的法向量； n fy 表示界面 n f 向外 y 方向的法向量；hL 表
示单元 L 在形心处的水深（m）； zbL 表示单元 L 在形心处的底部高程（m）； hML 表示重
构后单元 L 在形心处的水深（m）； zbM 表示重构后单元 L 在形心处的底部高程（m）。
底坡源项在整个单元的积分可以表示为：





Sb d  =



nb



FSk (q)  nd  =  (FSk (qn )  nk  lk )

(2-44)

k =1

2.3.3 稳定性标准
为了保证显式方案计算过程中的稳定性，合适的时间步长被要求。柯朗数（Courant–
Friedrichs–Lewy，CFL）被应用于计算时间步长，其计算公式如下：


Ri

t = CFL min 
 u 2 + v 2 + gh 
i
i 
 i
式中： Ri 表示单元中心到对应界面的最小距离。

（2-45）

柯朗数的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在本文中 CFL 取值为 0.5。

2.4 摩阻源项算法优化
2.4.1 摩阻源项计算的一维形式
为了解决摩擦源项的松弛时间远小于 CFL 条件确定的薄层水流水动力过程时间步
长问题，本文基于隐式概念提出了一种新算法来处理浅水方程的摩擦源项。该算法可
以在单个时间步骤中有效地松弛径流达到平衡状态，并且可以容易地集成到常用的显
式方案中。
由于连续性公式不包括摩擦源项，隐式方案仅适用于动量公式。在显式方案中， x 方
向和 y 方向的单宽流量在新的时间步长被更新：

qxn+1 = qxn + qx + tS f

（2-46）

n
n
式中： qx = F(qx , h ) + tSb ，通过 HLLC 计算的通量项；F 表示界面通量；Sb 表示底坡源
项通量； S f 表示摩阻源项通量；  t 表示时间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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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虑曼宁公式时，公式（2-45）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

qxn+1 = qxn + qx − tC f qx2 h−2

（2-47）

在计算过程中，水深的变化会对摩阻源项产生显著的影响。水深变量位于计算摩阻源
项分母的位置，当水深变得很小的情况下会使极大的摩阻产生，产生不切实际的逆流问题，
进而造成模型计算过程失稳。在新的算法中，单宽流量 qx 被假设在一个时间步长内变化，
水深仍可保持用显式去求代数解，即单宽流量 qx 以隐式方式计算，即

 qxn +1 
n +1
n
qx = qx + qx − tC f  n 
 h 

2

（2-48）

如果单宽流量 qx 是负值，式（2-48）可以改写为：

q

n +1
x

 qxn +1 
= q + qx + tC f  n 
 h 

2

n
x

（2-49）
n +1

在此基础上，隐式形式的摩阻源项已经变为含有一个未知变量的 q 的一元二次方程，
x

则公式（2-49）可以变为：
n +1

如果 q >0，公式（2-49）转换为一元二次方程：
x

−

tC f
h

(qxn +1 ) 2 − qxn +1 + qxn + qx = 0

2

（2-50）

方程的解为：
q

1 1+

n +1
x

4tC f

(qxn + qx )
hn 2
 2tC f 
 − n2 
h



=

（2-51）

n +1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 q 的合理性，方程正确的解应该是：
x

1− 1+

4tC f
n2

(qxn + qx )

h
 2tC f 
 − n2 
h


n +1
如果 q < 0，公式（2-48）转换为一元二次方程：
qxn +1 =

（2-52）

x

tC f
h

2

(qxn +1 ) 2 − qxn +1 + qxn + qx = 0

（2-53）

方程的解为：

1 1−

4tC f
n2

(qxn + qx )

h
 2tC f 
 n2 
 h

n +1
这种情况下 q 是负值，为了保证解的合理性，方程正确的解为：
qxn +1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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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C f

1− 1−

qxn +1 =

(qxn + qx )
hn 2
 2tC f 
 n2 
 h


（2-55）

通过引入绝对值符号，可以将正值和负值的情况合并为：
1− 1+
qxn +1 =

4tC f
h

qxn

(qxn + qx )

q +

n2

n
x

 2tC f qxn
 − n2

h
qxn + 


（2-56）






式中：  表示为了避免分母为 0 而引入的参数（m2/s），  = 1.0e

−12

。

在所提出的摩阻源项处理算法中，应用隐式概念来确保解决径流达到平衡状态的渐近
行为。该算法可以用公式（2-56）表示，显然是完全显式的形式，有效地避免传统隐式方
案的冗余迭代过程，并且能够容易地集成到常用的显式方案中。
2.4.2 摩阻源项计算的二维形式
由于自然地表径流流动通常涉及二维问题，因此将上述算法扩展到二维情况具有重要意
义。对于二维浅水方程，摩阻源项是非线性的，例如 S fx = −C f u u 2 + v 2 或者 S fx = −C f qx qx2 + q y2 / h2 。
这种非线性特性使得获取隐式形式的公式（2-49）的解析解是不可行的。
为了保留摩阻源项的隐式形式并使得能够以解析方式求解方程，可以将摩阻源项改写为：

S fx = −C f
S fy = −C f

qx qx2 + q y2
h2

2
2
qx2 qx + q y
= −C f 2
h
qx

q y qx2 + q y2

= −C f

h2

q y2
h2

（2-57）

qx2 + q y2
qy

（2-58）

基于上面的方程，在不改变维度 qx2 + q y2 / qx 和 qx2 + q y2 / q y 的情况下，方程（2-50）
可以改写为：

q

q

n +1
x

n +1
y

 q n+1 
= q + qx − tC f  x n 
 h 

2

n
x

 q yn +1 
= q + q y − tC f  n 
 h 



2

n
y

qxn 2 + q yn 2
qxn
qxn 2 + q yn 2
q yn

（2-59）
（2-60）

依据一维情况，求解一元二次方程即式（2-58）和式（2-59）时，在新的时间步长更
新的单宽流量为：
1− 1+
qxn +1 =

qxn 2 + q yn 2

4tC f

qxn + 

hn 2

 2tC
f
−
n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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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xn + qx )

qxn 2 + q yn 2 

qxn +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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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q yn +1 =

4tC f
h

qxn 2 + q yn 2

n2

 2tC
 − n2 f
h



q

n
y

q

n2
x

+q

(q yn + q y )
n2
y

q +
n
y






（2-62）

式中：  表示为了避免分母为 0 而引入的参数（m2/s），值为  = 1.0e−12 。
2
−1
显然，对于一维情况，如果 q y = 0 m  s ，公式（2-61）可以被写为：

1− 1+
qxn +1 =

4tC f
h

n2

qxn
q +
n
x

(qxn + qx )

 2tC f qxn 
 − n2

 h
qxn +  



（2-63）

得到与公式（2-56）相同的解，反映了扩展到二维的合理性。
应当注意，二维摩阻问题的线性化解决算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精度损失，并且反
过来影响解决复杂的二维地表径流的模拟精度。然而，正如验证的算例，所提出的算法能
够可靠地计算出二维情况下具有摩阻的地表径流。

2.5 新摩阻源项算法对渐进行为的评价
两个算例被用来验证包含优化的摩阻源项处理方案的水动力数值模型。算例 1 通过不
同水深、速度和坡度的来设计不同地表径流的工况，用分别包含优化的摩擦源项算法和
Liang 等[79, 165]提出的分裂点隐式算法的数值模型模拟，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将工况按照 A、
B、C 和 D 进行分类，如表 2-1 所示。另一个算例用来验证计算效率。
2.5.1 变化地表径流下的理论验证
在此算例验证中，坡面非均匀流向均匀流松弛的过程称为“渐进行为”。
在某一个计算时刻，相比于上一时间步长的单宽流量 q e ，更新的单宽流量 qn+1 应该接
近或者等于平衡状态下的单宽流量 q n 。因此，基于公式（2-63），如果 q 等于 0 m2/s，则
数值方案能够合理计算此渐进行为过程；如果 q 等于非 0 值，表明提出的算法不能够解
决薄层地表径流的摩阻源项问题。

q = qn+1 − qn + qn+1 − qe − qe − qn

（2-64）

公式（2-64）中均匀流 q e 的计算公式如下：

qe = h

ghS
Cf

(2-65)

在这个算例中，以广泛应用的分裂点隐式算法[10]离散浅水方程摩阻源项作为对比算
法，来评价提出算法的计算效果。
算例 A 着重于研究不同水深对摩擦源项的影响。根据计算结果，不同水深情况下，
提出的算法离散摩阻源项计算得到的 q =0 m2/s（图 2-5 a），表明提出的算法能够得到渐
近结果使其达到平衡流状态。然而，现有的分裂点隐式算法无法保持这种行为，因为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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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低于 0.0025 m 时，计算的 q 值大于 0 m2 / s，表明在水深较小时现有分裂点隐式算法将
得到不合理的摩阻值。
表 2-1 不同水深，流速和坡度下地表径流模拟验证
Tab.2-1 Thin water flow benchmark test under different water depth, velocity and slope conditions

A

1
2
3
4
5
6
7

0.004
0.0035
0.003
0.0025
0.002
0.0015
0.001

n
(s/m1/3)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B

1
2
3
4
5
6
7

0.004
0.0035
0.003
0.0025
0.002
0.0015
0.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2
2
2
2
2
2
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5
5
5
5
5
5
5

C

1
2
3
4
5
6
7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65
0.55
0.45
0.35
0.25
0.15
0.05

2
2
2
2
2
2
2

0.1
0.1
0.1
0.1
0.1
0.1
0.1

5
5
5
5
5
5
5

D

1
2
3
4
5
6
7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2
2
2
2
2
2
2

0.1
0.1
0.1
0.1
0.1
0.1
0.1

50
25
10
5
0.25
0.1
0.5

情景

算例

h (m)

u
(m/s)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dx
(m)
2
2
2
2
2
2
2

Coura
nt
0.1
0.1
0.1
0.1
0.1
0.1
0.1

i
(%)
5
5
5
5
5
5
5

Note: h 是水深；n 是曼宁系数；u 是流速；dx 是网格大小；i 是坡度。

算例 B 着重于考虑计算时间步长对摩阻源项处理的影响。此情况下，柯朗数设置
为算例 A 工况的 1/5，为 0.02，目的是减少产生不切实际的摩阻的负作用。计算结果说
明，提出的算法离散摩阻源项计算得到 q 均为 0 m2 /s（图 2-5 b），表明当计算的时间
步长被设置的很小的时候，分裂点隐式和新的隐式算法均能够很好地处理薄层水流下
的摩阻问题。但是，通过减小计算时间步长达到理想效果，势必反过来大大增加计算
负担，降低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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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不同条件下新摩阻源项算法和分裂点隐式算法的所计算的 q
Fig.2-5 Computed by the existing method and the proposed metho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算例 C 着重考虑速度对摩阻源项处理的影响。初始水深被设置为 0.001m，分别设置
了 7 个不同流速，即 0.65 m/s、0.55 m/s、0.45 m/s、0.35 m/s、0.25 m/s、0.15 m/s 和 0.05 m/s
（图 2-5 c）。结果表明，利用现有的分裂点隐式的算法进行计算，在设置的不同流速下 q
的值均大于 0 m2/s，表明此算法不能够处理较小水深下薄层水流的摩阻问题。相反，通过
所提出的算法计算得到在任何速度下的 q 均为 0 m2 / s，表示数值解满足渐近行为过程。
算例 D 着重考虑坡度对摩阻源项处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用现有的分裂点隐式算
法处理时，在 7 个设置的不同坡度的坡面上， q 的值均大于 0 m2/s，说明现有的算法不
能够对薄层坡面流进行可靠的模拟。然而，对于本文提出的新的隐式算法，在任何坡面坡
度下 q 均为 0 m2 / s，都能够达到均匀流状态。
总之，当水深较小的时候，现有的分裂点隐式算法通常无法在一个时间步长内使坡面
流达到平衡状态。然而，本文所提出的新的隐式算法能够在各种不同水深、速度、坡度和
计算时间步长下很好地处理摩阻问题，实现渐进过程，因此它是处理浅水方程摩阻问题的
一个积极有效的算法。
2.5.2 摩阻源项计算效率
该部分是为了比较全隐式算法[4]和本文提出的隐式算法在处理摩阻源项的计算效率。
如图 2-6 所示，在一个固定的坡面，入流和自由边界分别位于坡顶和坡底。入流条件的水
深和流速分别被定义为 0.1 m 和 2.41 m/s，0.04 m 和 1.37 m / s，0.01 m 和 0.52 m / s。摩阻
的计算效率关注于渐进行为过程，即流动状态从非均匀流变为均匀流的过程。结果表明，
全隐式算法计算摩阻源项使其满足渐进过程需要迭代 6～8 次。相比于全隐式算法，本文
提出的隐式算法能够节省 45.16％～93.55％的摩阻计算时间。另外，当坡面流变为均匀流
或者准均匀流时，全隐式算法的迭代将减少到 2 次。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提出的算法的
效率并不明显。但是，由于本文所提出的算法是一个显示的算法形式，更容易于将算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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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到数值方案中且易于编程。

图 2-6 一维坡面薄层水流
Fig.2-6 Thin water flow over a slope

2.6 “V”型流域的地表径流过程模拟
具有近似解析解的“V”型流域被应用于验证改进的模型[166]。如图 2-7 所示，模型包
含 2 个坡面和 1 个沟道。坡面长和宽分别为 1000 m 和 800 m，坡度为 0.05。沟道宽为 20
m，河床坡降为 0.02，沟的边壁设计的足够高以防止回水的影响。然后，对恒定雨强为
10.8 mm/h、降雨历时为 1.5h 的降雨事件进行模拟。坡面和沟道的曼宁系数分别取 0.015
s/m1/3 和 0.15 s/m1/3。

图 2-7 “V”型流域示意图
Fig.2-7 Dimension of the V-shaped catchment

假设这种摩阻条件在坡面和沟道中获得类似的特征浓度时间，尽管这种情况在自然条
件下是不现实的。关于边界条件，除了流域出口，其它边界都是封闭边界，临界径流深被
假设，且所有区域初始化为干条件。所计算的地形被离散化为结构化网格，单元格边长为
5 m，一共 64, 800 个单元格。
在这个算例中，涉及坡面的水深非常小，因此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算例来验证提出的
处理摩阻源项新算法是否能够很好地模拟薄层地表径流。该模型分别应用本文提出的新的
隐式算法以及现有的分裂点隐式[165]，全隐式[167]和显式算法来离散摩阻源项，进而比较验
证本文提出的新的隐式算法的优越性。
图 2-8 绘制了上述四种不同算法处理摩阻源项的模型预测的坡面和流域出口的水文
过程线图，与运动波假设 Giammarco 等[168]得出的解析解相比较。由图 2-8 可以明显的看
出，模型中运用分裂点隐式和显式算法处理摩阻源项不能够真实反映坡面和流域出口的流
量过程。模型中应用本文提出的新的隐式算法的隐式以及现有全隐式算法处理摩阻源项的
算法能够更好地模拟坡面和沟道出口的径流过程，其结果十分接近解析解的值。由于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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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隐式算法在计算过程中需要多次迭代，而本文提出的新的隐式算法将隐式公式转化为显
式方案解决，计算过程中不需要迭代，因此提出的新的隐式算法是最积极有效的算法。

(a) 坡面
（b）沟道出口
2-8
图
比较坡面（a）和沟道（b）解析解和模拟值
Fig.2-8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nalytical and simulation hydrographs
at the: (a) hillside; (b) channel outlet

2.7 王茂沟流域降雨-径流过程模拟
2.7.1 流域概况
王茂沟流域（110°20′26"–110°22′46"E, 37°34′13"–37°36′03"N）位于中国陕西省绥德县
（图 2-9 a）。流域面积大约 5.9 km2，海拔变化范围为 934.55 m 到 1187.55 m （图 2-9 b）。
水文站位于流域出口（图 2-9 b）。该区域属于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和降水量分别为 10.2℃
和 513 mm。超过 60%的降水事件集中在 7 月到 9 月。

图 2-9 黄土高原王茂沟流域（a）的DEM（b），土地利用（c）和曼宁值（d）图
Fig.2-9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nning coefficient (d) under the LUCC (land use/land cover) (c) for
Wangmaogou catchment (b) on the Loess Plateau, China (a)

研究区的 LUCC 图通过 1:100, 000 的 2010 年土地利用图数字化得到（图 2-9 c），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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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重新分为 9 类，包括农地、果园、森林、草地、交通用地、城镇用地、水域、梯
田和果园梯田。土地利用分类的总体准确度约为 89.5％，整体 Kappa 系数为 0.86，其中
Kappa 系数是反映分类准确度的指标。
流域 DEM 来自 1:1000 地形图（图 2-9 b），然后将其调整为分辨率分别为 2m 和 5 m。
图 2-10 绘制了从 0:25 15/07/2012 到 10:25 15/07/2012 的雨量分布图。降雨数据和观测的
径流数据均来自王茂沟流域的把口水文站。基于分辨率分别为 2 m 和 5 m 的流域 DEM，
本文分别模拟了流域 10 h 的次洪水事件，用来比较网格大小对模拟精度的影响。

图 2-10 降雨量分布图
Fig.2-10 The hyetograph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study area

2.7.2 模型精度的评价指标
通常采用即相对偏差（RB）
、纳什系数（NSE）
、均方根误差（RMSE）和决定性系数
（R2）四个指标评价对模型的模拟精度进行评价。
RB 的计算公式如下：

 (S
RB = 100
nd

i =1

i

− Mi )

nM

（2-66）

式中： nd 数据系列的长度； M 为观测值； S 为模拟值； M 是观测值的平均值。
NSE 是一个无量纲拟合优度指标，范围从负无穷大到 1。NSE 的值为 1 表明观测值和
模拟值之间完美拟合。NSE 的计算公式如下：

 (M
NSE = 1 −
 (M
i =1
nd

i

− Si )

i =1

i

− M )2

nd

2

（2-67）

在流域水文模拟的背景下，Moriasi 等总结表明，对于径流量如果 RB 小于 15％，则
模型性能可以被认为是好的。如果 NSE 等于 1，模拟结果可以被认为是完美的，如果 NSE
介于 0.75 和 1 之间则非常好，如果 NSE 介于 0.65 和 0.75 之间则很好，如果 NSE 介于 0.5
和 0.65 之间则令人满意，如果 NSE 低于 0.5，表明模拟结果不是很好。
确定系数 R2 反映了模拟和观测到的径流过程的一致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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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 M )( S − S )
=
 (M − M )  (S − S )
2

nd

R2

i =1

nd

nd

2

i =1

i =1

i

（2-68）

2

i

2

R 的值越接近 1，表明模拟值和观测值具有较高的拟合度。

 (M
nd

RMSE =

i =1

i

− Si )

2

（2-69）

N

RMSE 为 0，表明模拟值和观测值完美拟合。如果 RMSE 的值小于观测值标准偏差的
一半，表明模型的模拟效果挺好。
2.7.3 模型敏感性参数率定
在这个数值模型中，敏感性参数为入渗率和曼宁系数，其值需根据实际流域的下垫面
确定，因此，模型校核主要关注这 2 个参数。由于前期降雨、土壤被假定饱和，因此，在
模型中入渗参数设置为恒定值。依据土地利用类型（图 2-10 d 和表 2-2），入渗率和曼宁
系数的取值范围分别依据先前的研究[169-172]确定。
表 2-2 不同土地利用的入渗率(mm/h)和曼宁系数(s/m1/3)
Tab.2-2 The infiltration rate (mm/h) and Manning (s/m1/3) coefficient for different land use
土地
利用

农地

入渗率

果园

森林

2.48-4.50 3.12-3.50 4.12-6.50

曼宁系数 0.044-0.07 0.15-0.20

0.2-0.3

草地

交通
用地

城镇
用地

梯田

果园
梯田

水域

3.25-5.0

0

0.5-0.6

2.6-5.5

3.5-7.0

0

0.059-0.15 0.01-0.013 0.01-0.03 0.18-0.34 0.15-0.20

0.033

为了系统地率定模型输入的敏感性参数，分别将入渗和曼宁参数值设置为低、中和高，
然后将其组合为 9 种情况，表 2-2 中为各参数的范围。应用该模型模拟王茂沟流域次洪水
事件并通过对比观测值率定相关参数。一共 9 种组合，即 C1（高入渗值和低曼宁系数）、
C2（高入渗值和中曼宁系数）、C3（高入渗值和高曼宁系数）、C4（低入渗值和低曼宁系
数）、C5 （低入渗值和中曼宁系数）、C6（低入渗值和高曼宁系数）、C7（中入渗值和低
曼宁系数）、C8（中入渗值和中曼宁系数）和 C9（中入渗值和高曼宁系数）。最后，根据
上述评价指标，选取合理性参数。
图 2-11 和表 2-3 显示了不同参数组合下流量的模拟值和观测值的对比结果。绝对值
最小的 RB 出现在 C2 情景，其值为 1.15%；其次出现在 C1 情景，其值为 3.14%。对于
C1 情景，NSE 和 R2 分别为 0.73 和 0.75。最小的均方根误差（RMSE）为 0.955 m3/s。因
此，C1 情境下入渗和曼宁的取值是最好的组合来模拟流域洪水过程。
表 2-3 不同情境下径流量模拟的评价指标
Tab.2-3 Performance of discharge simulation over calibration processes
评价指标
NSE
R2
RMSE(m3/s)
RB (%)

C1
0.73
0.75
0.955
-3.14

C2
0.49
0.55
1.35
-1.15

C3
0.29
0.49
1.32
-6.12

C4
0.71
0.72
1.08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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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0.5
0.55
1.34
3.25

C6
0.03
0.33
1.63
-6.92

C7
0.69
0.71
1.09
3.69

C8
0.49
0.55
1.34
-3.89

C9
0.06
0.34
1.62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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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的 NSE 表明，在相同的入渗率下，曼宁系数对模型的输出结果非常敏感。但
是，对于相同曼宁系数值下，不同入渗率下模拟结果的变化的差距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
为 0.2%和 0.27%。以上表明，模拟结果对曼宁系数值的变化更加敏感于入渗率。

图 2-11 校核过程中模拟值和观测值的径流过程线
Fig.2-11 Hydrograph of observed and simulations over calibration processes

2.7.4 摩阻源项对径流模拟精度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值模型模拟地表径流的效果，本节从真实复杂流域地形下探讨新的
摩阻源项算法模型对地表径流模拟的影响，分别将不同摩阻源项处理方法模型模拟的流域
出口流量模拟值与观测值进行比较。
提出的解决摩阻源项的新的隐式算法和全隐式算法[167]对地表径流的模拟效果几乎相
同。关于计算精度，将结合所提出的隐式算法与分裂点隐式算法和显式算法进行比较。图
2-12 a 为 2m 分辨率网格上的径流量模拟值和观测值的流量过程线。从图 2-12a 可以看出，
流量过程线中的洪峰流量和洪峰时间模拟值与观察值均比较接近。
不同摩阻源项处理算法的模型的定量精度比较结果如图 2-12 b 和表 2-4 所示。比较观
测洪峰流量，运用新的隐式算法处理摩阻源项的模型模拟的流量偏差为 0.26%，而分裂点
隐式和显式算法处理摩阻源项模拟的流量偏差分别为 1.44%和 2.42%。
对于峰现时间，相比于观测值的洪峰时间，其它三种算法处理摩阻源项模拟值均延迟
0.5h，比较于整个降雨历时其误差值为 5%。因此，新的隐式算法处理摩阻源项的模型能
够准确地捕捉洪峰流量和时间。
对于整个次洪水过程，基于新的隐式、现有分裂点隐式和现有显式算法处理摩阻
源项的算法的模型的模拟值与观测值的 RMSE 和 RB 的值分别为 0.96 m3 /s 和 1.11 m3 /s、
1.12 m3 /s 和-3.14％、- 4.77％和- 3.19％。因此，本文提出的新的隐式算法是处理摩擦
源项的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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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2m（a，b）分辨率下流域出口观测值和模拟值的流量过程
Fig.2-12 The discharge process at the catchment outlet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and simulation
on 2m-resolution (a, b)

另外，模拟结果的精度同样可以通过决定性系数 R2 和 NSE 来评价。图 2-12 b 绘制了
观测和模拟的径流量的相关性，通过对应的决定性系数来评价。基于新的隐式、分裂点隐
式和显式处理摩阻源项的算法的模型的模拟值与观测值的 R2 值分别为 0.75、0.68 和 0.67，
表明相比于其它两种算法，新的隐式处理摩阻源项的算法的决定性系数分别提高了 10.29%
和 11.94%。以上提到的 3 种算法的模拟计算结果的 NSE 系数分别为 0.73，0.63 和 0.63（表
2-4）。相比于其它两种算法，新的处理摩阻源项的算法的模型的模拟计算结果的 NSE 系
数提高了 19.48%。
表 2-4 比较不同摩阻源项处理算法下流量过程模拟效果评价
Tab.2-4 Performance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friction source term treatments
for the discharge process simulation in Wangmaogou catchment
摩阻源项处理

NSE

R2

RMSE (m3/s)

RB (%)

新的隐式算法

0.73

0.75

0.96

-3.14

分裂点隐式

0.63

0.68

1.11

-4.77

显式算法

0.63

0.67

1.12

-3.19

2.7.5 DEM 分辨率对径流模拟精度的影响
本节从 DEM 分辨率对径流量模拟精度影响的角度出发，分别应用新摩阻源项处理方
法的模型模拟王茂沟流域 2 m 和 5 m 分辨率 DEM 下的产汇流情况，对比分析流域出口模
拟值和观测值的结果。
图 2-13a 为 2m 和 5m 分辨率 DEM 的径流量模拟值和观测值的流量过程线。从图 2-13a
可以看出，流量过程线中基于 5m 分辨率地形下模拟的洪峰流量和洪峰时间模拟值与观察
值与观测值相差较大。
比较观测洪峰流量，2m 和 5m 分辨率 DEM 下模拟的洪峰流量分别为 6.24m3/s 和
5.44m3/s，相比于观测值的 6.23m3/s，相对偏差分别为 0.26%和-12.68%。因此，2m 分辨
率地形下，模型对流量洪峰值的捕捉较准确；而 5m 分辨率地形下，对洪峰流量的捕捉相
对偏低；2m 分辨率 DEM 下模型对流量洪峰值的捕捉精度较 5m 分辨率，提高了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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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洪峰时间，2m 和 5m 分辨率 DEM 下模拟的洪峰时间分别为产流后 2.5h 和 3h，
相比于观测值的 2h，分别延迟了 0.5h 和 1h，比较于整个降雨历时其误差值分别为 5%和
10%。因此，2m 分辨率 DEM 下，模型对流量洪峰时间捕捉在误差范围内，相对准确；
而 5m 分辨率 DEM 下，对洪峰时间的捕捉相差较大；2m 分辨率 DEM 下模型对流量洪峰
时间的捕捉精度较 5m 分辨率，提高了 5%。

图 2-13 比较在 2m 和 5m 分辨率下流域出口观测值和模拟值的流量过程
Fig.2-13 Comparison of discharge process at the catchment outlet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and simulation
on 2m and 5m-resolution grid

对于整个次洪水过程，5m 分辨率 DEM 下模拟值与观测值的 RMSE 和 RB 值分别
为 1.24 m3/s 和-20.63 m3/s（表 2-5）。因此，2m 分辨率地形下的模拟结果与 5m 分辨率
DEM 下相比较，其 RMSE 值降低了 22.58%，RB 值降低了 84.78%。
图 2-13b 为观测和模拟径流量值的相关性，通过对应的决定性系数来评价。5m 分辨
率地形下模拟值与观测值的 NSE 和 R2 分别为 0.54 和 0.64（表 2-5）。因此，2m 分辨率
地形下的模拟结果与 5m 分辨率 DEM 下相比较，其 NSE 提高了 26.03%，R2 提高了 14.67%
（表 2-5）。
表 2-5 比较不同DEM分辨率下流量过程模拟效果评价
Tab.2-5 Performance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terrain resolution for the discharge process simulation in
Wangmaogou catchment
网格分辨率
网格数
NSE
R2
RMSE (m3/s)
RB (%)
2m
5m

0.73
0.54

0.75
0.64

0.96
1.24

-3.14
-20.63

2,826,630
4,52,124

综合以上对比分析可知，高分辨率 DEM 可以显著提高水文水动力模型对降雨-径流
过程的模拟精度；能够较好地捕捉洪峰流量和时间，同时对整个径流过程的模拟较为准确。
对于 10 小时的次洪水事件，应用提出新的摩阻源项算法的模型在 2 m 分辨率 DEM
下（2,826,630 网格）的模拟时间为 4.67 h；在 5 m 分辨率 DEM 下（4,52,124 网格）的模拟时
间为 0.43 h。计算所用的计算机的 CPU 为 Core i7-4790 3.60 GHz 16.0 GB RAM) 和 GPU
为 NVIDIA GeForce GTX 970 Ti，随着 CPU 和 GPU 的发展，其计算效率会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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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本章小结
为了解决使用水文水动力值模型进行地表径流模拟时由摩阻源项引发的问题，该研究
提出了一种处理摩擦源项的新的隐式算法。新的隐式算法致力于维持地表水流的渐近行为。
处理摩阻源项的新的隐式算法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通过将隐式格式解决方案转换为显式格式，避免了冗余迭代并允许使用更大的
计算时间步长来计算摩阻源项，且模型能够稳健地运行，进而提高编程可行性和计算效率。
（2）通过与现有摩擦源项处理（包括分裂点隐式格式算法）的比较，并且应用到地
表径流的三个算例进行验证（理论解和观测值），模拟得到的数值解与理论解非常吻合，
并且比分裂点隐式格式算法和显式格式算法具有更高的精度。所提算法的准确性与完全隐
式格式算法相同，但计算效率要高得多。
（3）提出的摩擦源项新的隐式算法是浅水方程求解过程的独立部分，能够灵活地集
成到其它基于有限体积的浅水方程求解。总之，提出的处理摩擦源项的新的隐式算法对于
集成的水文水动力模型是一种更准确、有效、直接和通用的方案。
（4）通过模拟对比流域 2m 和 5m 分辨率 DEM 下流域降雨-径流过程，表明较高分
辨率 DEM 对洪峰流量以及时间的捕捉精度分别提高了 12.63%和 5%；对于径流过程的模
拟精度 NSE 和 R2 分别提高了 26.03%和 14.67%，RMSE 和 RB 分别降低了 22.58%和 84.78%。
结果表明高分辨率 DEM 显著提高了模拟结果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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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坡面侵蚀动力过程研究
坡面水力侵蚀的发生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条件为侵蚀发生所需要的物质
来源，即土体；另一个条件是驱使土壤发生位移的水动力条件[173]。因此，厘清两者之间
的相关关系是发展坡面水沙数值模拟的关键。其中，水动力条件对土壤侵蚀强弱的影响起
到最主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土壤侵蚀过程的演变机理可以从水动力学的角度去揭示。
坡面侵蚀动力主要来自天然降水以及由降水在坡面所汇集成的坡面径流。雨滴打击和径流
剥离地表为土壤侵蚀提供了营力条件。目前，国内外对于侵蚀动力学参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
际上应用较为广泛的几个基于侵蚀过程物理模型所使用的水动力参数，主要包括 WEEP 模型
中所使用的径流剪切力[174, 175]、EUROSEM 和 LISEM 模型中所采用的单位水流功率[176-178]。中
国学者李占斌从能量耗散的角度出发，认为侵蚀过程为做功消耗能量的过程，提出了径流能耗
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应用于室内坡面侵蚀试验模拟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62]。
因此，为了揭示侵蚀动力过程机理以及侵蚀动力对输沙的影响，本文采用不同坡度及
流量下的坡面放水冲刷实验对侵蚀动力学机理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径流剪切力、单位径流
功率和径流能耗随坡度及流量的演变规律，进一步探索坡面土壤侵蚀量对各个水动力参数
的响应关系。

3.1 试验设计及方案
3.1.1 试验装置及材料
试验系统模型为由钢板制成的可移动式土槽，其坡度可进行调节。土槽长 4m、宽 1m、
深 0.5m，在试验前采用 PVC 板将宽 1m 的土槽等分为等宽的小土槽。每个土槽的长、宽
和深分别为 4m、0.33m 和 0.5m，且每个钢制土槽顶部均放置有一个钢制稳流槽，其中 1、
2 槽用于试验，3 号槽用来率定流量，详见图 3-1。本次试验用土为黄土，土壤颗粒机械
组成采用 Malvern 2000 型泥沙颗粒分析仪测量得到，结果如表 3-1 所示。参考美国农业部
的土壤分类标准，试验用土土质为粉质土。试验用土的中值粒径为 0.033mm。

图 3-1冲刷试验示意图
Fig.3-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couring experiment model

试验用土从野外采集拉回后晾晒并过 1cm 筛网以便去除土中的石块等杂质。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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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钢制土槽底部填入 20cm 厚度的天然细沙，用铁抹子使沙层表面保持平整，然后将纱布
铺设在沙层表面，以确保试验过程中土层的透水性接近天然状态，同时保证了土壤中的水
分均匀渗透。试验土壤容重控制在 1.25g/cm3 左右，为了保证钢制土槽内土壤容重保持一
致，填土方式采用分层夯实填装。土壤深度为 20cm，将土层分为四层填装，每层为 5cm，
每层边填边用力夯实，且每填完一层后用铁抹子摩擦土表使其粗糙，使上下层土壤结合良
好，避免分层现象出现。为了确保试验初始含水量条件一致，填土结束后，在 1 号和 2
号土槽土表分别铺设纱布，然后用喷壶均匀洒水直至土壤接近饱和且表面不产流。
表 3-1 试验土壤颗粒组成
Tab.3-1 Grain 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al loess soil
粒径（mm）

2.0–1.0

1.0–0. 5

0.5–0.25

0.25–0.1

0.1–0.05

0.05–0.002

<0.002

百分比（%）

0

0.03

0.56

0.60

6.21

91.39

1.21

3.1.2 试验方案
水力参数、土壤参数以及侵蚀地貌特征是影响侵蚀分离和泥沙输移的重要因素[179]。
水力学参数包括水流形态、水深、流速流量、剪切力、温度和水流比重等。土壤参数包括
土壤类型、土壤可蚀性因子、土壤容重、土壤颗粒机械组成及沉降速度等。侵蚀地貌特征
包括侵蚀沟的长度、宽度、细沟密度以及坡度等[180-182]。以往研究学者所普遍应用的水力
学参数包括径流剪切力、单位径流功率和达西阻力系数[183-185]。然而，无论哪一个水力参
数都是以水流速度、水深和坡面比降为最基本的水力学参数推导而来。因此，通过流量和
坡度进行不同的组合进行室内放水冲刷试验，是研究土壤侵蚀过程中坡面流挟沙力的有效
手段。
本次试验的设计放水流量分别为 2.5 L/min、3.5 L/min、4.5 L/min、5.5 L/min 和 6.5
L/min 五个梯度流量。采用定水头控制放水流量，试验开始前按照设计流量要求，通过控
制阀调节流量，每组试验前流量率定 3 次，误差控制在 5%以下，以保证试验放水流量的
一致性和准确性。为了保证水流能够平稳流入试验土槽，设计并安装了稳流槽。在土槽 3
的表面铺上塑料布，以水表作为参考利用控制阀调节流量至试验流量后，将水管放入稳流
槽中，待到溢满后水流进入土槽，使用径流收集装置在土槽出水口处每隔 1min 收集径流，
并用量筒测量其体积是否满足设计流量（图 3-1）。流量调节校核完成后，将其转移到土
槽 1 和 2 的稳流槽中，进行下一步试验。
本次试验的设计坡度为 3°、6°、9°、12°、15°、18°、21°、24°、27°和 30°十个梯度坡
度。将土槽调节至设计的试验坡度后，将整个坡面系统沿纵向被划分为 4 个均等断面，每
个断面的长度为 1m，用于测量径流流速。沿坡面纵向依次确定 12 个固定点，用于测量
水宽。
从坡底至坡顶，沿均等划分的 4 个纵向断面测量径流表面流速。流速的测量方法采
用 KMnO4 染料示踪法，测量频率为 1min。由于染料示踪法测量获得的流速为径流表面流
速，需要进行参数修正。流速修正系数基于径流流态确定：层流 0.67、过渡流 0.70、紊流
40

3 坡面侵蚀动力过程研究

0.80。径流流态的判断基于雷诺数（Re）来确定。12 个固定点位置的水宽采用直尺直接测
量，且测量频率仍然为 1 min。另外，每次试验前后分别用温度计测量稳流槽中水温，用
于计算水动力粘滞系数。
全部试验从坡面径流出口产流开始计时，径流历时设定为 15 min。径流和泥沙样品
每隔 1 min 用收集桶采集一次，并对浑水的体积进行测定。对于泥沙样品的处理，首先将
浑水放置于水平面上静止 24 h 后将上层清水分离出去，然后将剩下的浑水样品放置到烘
箱在 105 ℃的温度下烘干 8 h，随后称重获得泥沙样品的质量。不同坡度和流量组合下的
坡面放水冲刷实验共计 50 场。

3.2 坡面径流雷诺数
3.2.1 坡面径流雷诺数的计算方法
薄层水流是坡面侵蚀过程的主要水动力，明确坡面薄层水流的水动力学特性是更深
一步研究侵蚀物理过程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基本水动力学特性的水流流态，其在坡面薄
层水流的研究一直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 本研究中径流的流态主要利用径流雷诺数 Re
进行判别。
径流雷诺数是一个无量纲的参数，其反映的是径流惯性力和粘性力之间的比值。惯
性力是水体扰动促使其脱离规则运动的动力；而粘滞力与惯性力作用相反，对水体起着削
弱，阻滞的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维持着水体的运动规则。因此，当水体的惯性力大于其
粘滞力，则水流的层流状态就会失去稳定而转换成为紊流；反之亦然，则水流保持着其层
流的状态。雷诺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Re =

UR
v

(3-1)

式中：Re 为雷诺数；U 为实测流速（m/s）；R 为水力半径（m），近似等于水深；v 为水流
运动粘滞系数（m2/s）。
依据雷诺数，水流的流态可分为层流、过渡流和紊流，各个流态发生转变时的雷
诺数被定义为临界雷诺数。关于临界雷诺数的研究，姚文艺 [186]利用大型侧喷式人工模
拟降雨系统对坡面薄层水流进行研究，依据其实测的水动力参数，应用计算公式：
VA =

8
f

gRJ

计算得到 Darcy-Weisbach 阻力系数 f，并与 Yoon、Wenzel 和 Emment 的

试验点数据一起绘制出 f 和 Re 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坡面阻力系数数据点的分
布规律和普通明渠流的关系趋势一致，当 Re 在 900 到 2000 之间时，f 和 Re 之间的关系
曲线发生转折，表明坡面薄层水流同样存在层流、过渡流和紊流。因此，当水流 Re<900
时，水流状态为层流；当水流 900<R e<2000 时，水流状态为过渡流；当水流 Re>2000
时，水流状态为紊流。
3.2.2 坡面平均径流雷诺数随坡度和流量的变化
图 3-2 为不同放水流量下径流 Re 随坡度的变化趋势图。从图 3-2 中可以看出，当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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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在 3°～21°之间时，相同放水流量下径流 Re 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大；当坡度大于
21°时，径流 Re 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因此径流 Re 随着坡度的变化过程存在一
个临界值。在本实验中，径流 Re 坡度的临界值为 21°左右，即当坡面坡度小于此临界值
时，径流 Re 与坡度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当坡度大于此临界值时，径流 Re 与坡度之间
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图 3-3 绘制了不同坡度下径流 Re 随放水流量的变化趋势。从图 3-3
可以看出，不同坡度下径流 Re 随着放水流量的增加而呈现上升的趋势。

图 3-2 径流 Re 随坡度的变化
Fig.3-2 Runoff Re changes with slope gradient

当坡面坡度在 3°～6°之间时，五个放水流量下的径流流态均呈现为层流状态；当
坡面坡度在 3°～18°之间时，除了在最大流量 6.5L/min 下径流流态表现为过渡流之外，
其它流量下的坡面径流流态均为层流。当坡度为 21°时，除了最小流量 2.5L/min 下径流
流态接近过渡流之外，其它流量下的坡面径流流态均呈现过渡流。当坡面坡度为 24°时，
流量为 4.5L/min、5.5L/min 和 6.5L/min 下的坡面径流流态均表现为过渡流，而流量为
2.5L/min 和 3.5L/min 下的坡面径流流态均表现为层流。当坡面坡度在 27°～30°之间时，
除了最大流量 6.5L/min 下坡面径流流态表现为过渡流之外，其它流量下的坡面径流流态
均为层流。
在相同坡度下，流量的变化是水流 Re 变化的主导因素，且流量与水流 Re 成正比（图
3-3）。在相同流量下，不同坡度下的径流 Re 变化的制约因素为坡度和有效径流量。当流
量为 6.5L/min 时，试验设计坡度下坡面径流 Re 大于 900，流态属于过渡流，坡面径流流
态的主导因素为流量。当坡度为 21°和 24°时，除了最小设计流量之外，其它流量下的
坡面径流 Re 大于 900，流态同样属于过渡流，坡面径流流态的主导因素为坡度。当坡面
坡度为 3°、6°、9°、12°、15°、18°、27°和 30°且流量小于 6.5 L/min 时，坡面
径流 Re 均小于 900，流态属于层流，这是由于流量和坡度的大小对水深和流速共同作用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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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径流 Re 随流量的变化
Fig.3-3 Runoff Re changes with runoff volume

3.3 坡面径流流速
3.3.1 坡面径流流速的计算方法
径流流速是研究坡面流水动力过程、土壤侵蚀以及侵蚀泥沙输移的重要参数之一。坡
面薄层水流的平均流速是坡面径流挟沙力计算的基本参数。因此，坡面流平均流速的精确
性直接关系到土壤侵蚀模型预测的精度。本试验采用 KMnO4 示踪法测量水流流速，依据
我国在坡面侵蚀试验模拟时采用此方法测量坡面径流流速的经验可知，基于表层流速计算
平均流速的修正系数由径流的流态来确定，层流 0.67、过渡流 0.70、紊流 0.80。坡面薄层
水流的平均流速的计算公式为：

V = U

(3-2)

式中：V 为径流平均流速（m/s）；  为修正系数；U 为径流表面平均流速（m/s）。
3.3.2 坡面径流平均流速随坡度和流量的变化
根据计算得出的每组实验的径流判断径流流态，选择合适的流速修正系数，根据公式
（3-2）计算得到每组试验的坡面径流平均流速值。
图 3-4 为不同放水流量下坡面平均流速随坡度的变化趋势图。从图 3-4 中可以看出，
坡度从 3°增加到 21°时，相同流量下的坡面径流平均流速随坡度的增加而增大。然而，
随着坡度的继续增大，坡面径流平均流速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因此，相同流量下的坡面
径流平均流速随着坡度的增加并非呈现线性关系，存在临界状态，本试验中的临界坡度为
21°。
图 3-5 为不同坡度下坡面径流平均流速随放水流量的变化趋势图。从图 3-5 中可以看
出，相同坡度下坡面径流平均流速随着流量的增加呈现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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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径流流速随坡度的变化
Fig. 3-4 Runoff velocity changes with slope gradient

图 3-5 径流流速随流量的变化
Fig. 3-5 Runoff velocity changes with runoff volume

根据实验数据，对坡面径流平均流速与坡度和流量的相关关系进行拟合整理分析可得：
V = 0.08S 0.43Q 0.18 (3°≤S≤21°)
R2=0.85
(3-3)

V = 0.82S -0.28Q0.13 (21°<S≤30°)

R2=0.35

(3-4)

式中：S 为坡度（°）；Q 为流量（L/min）。
由公式（3-3）可以看出，当坡度 3°≤S≤21°时，坡面径流平均流速与流量和坡度均
成正相关关系，且坡度的指数大于流量的指数，表明本试验条件下坡度对径流平均流速的
影响大于流量，研究结论与 Foster[46]所得到的结论相一致，且坡度指数为 0.43 与 Foster[46]
试验得到的 0.48 的坡度指数比较接近，但却大于江忠善[107]通过试验所得到的 0.35 的坡度
指数，造成以上差异的主要原因与坡面的糙率程度密切相关。
由式（3-4）可以看出，当坡度 21°<S≤30°时，坡面径流平均流速与流量成正相关关
系，而与坡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此公式同样印证了坡面径流平均流速的变化与坡度的变化
呈非线性关系。从指数值的绝对值对比可知，坡度的指数值的绝对值大于流量的指数值的
绝对值，表明此坡度范围下坡度对坡面径流平均流速的影响仍然大于流量。总的来说，流
量和坡度均影响着坡面径流平均流速，坡度和流量的相互作用使得作用于沿坡面方向的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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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不同，其势能也不同，因此由势能转化成沿坡面方向的动能有所差异，进而导致其坡
面径流平均流速存在差异。另外，坡面径流平均流速与侵蚀坡面的地貌密切相关，地表糙
率越大，则其地表平均水流流速越小。

3.4 坡面径流剪切力
3.4.1 坡面径流剪切力的计算方法
坡面水流沿坡面运动时，作用力被分解为垂直于坡面和沿坡面方向的两个作用力，沿
坡面方向的作用力是破坏土壤结构、分散土壤颗粒的主要营力，基于水力学概念，此水流
作用力被称为径流剪切力。径流剪切力通过 Foster[46]提出的公式计算：

 =  gRJ

(3-5)

式中： 为径流剪切力（Pa）；  为水的密度（kg/m3）；R 为水力半径（m），对于薄层水
流，近似等于水深 h （m）；J 为水力能坡（m/m），取坡度的正切值。
径流剪切力被广泛应用于水流挟沙力模型的构建上。坡面土粒之间具有一定的粘聚力，
而坡面水流的剪切力则是克服粘聚力的主要营力。许多学者研究表明，径流剪切力与土粒
之间的粘聚力成正相关关系。由公式（3-5）可知，径流剪切力主要与水力半径和水力能
坡密切相关。在本试验中，水力能坡取值为坡度的正切值，与坡面坡度呈正相关关系。水
力半径取值与水深、流量和侵蚀面积相关。
3.4.2 坡面径流平均剪切力随坡度和流量的变化
图 3-6 为不同放水流量下坡面平均径流剪切力随坡度的变化趋势图。由图 3-6 可以看
出在相同放水流量下，坡面径流平均剪切力随坡度的变化均出现双峰的现象。当坡面坡度
介于 3°～12°之间时，径流剪切力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大；当坡度由 12°增加到 15°时，径
流剪切力出现了下降趋势；随着坡度从 15°增加到 21°，径流剪切力达到最大值；坡度从
21°增加到 30°时，径流剪切力出现减小和略微增大的趋势。径流剪切力随坡度的变化规
律是水流流速和水深随坡度变化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图 3-6 径流剪切力随坡度的变化
Fig.3-6 Runoff shear stress changes with slope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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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为不同坡度下坡面平均径流剪切力随径流的变化趋势图。由图 3-7 可以看出，
坡面径流平均剪切力随流量的变化在各个坡度范围呈现不同的趋势。当坡面坡度为 3°、6°
和 9°时，坡面径流平均剪切力随流量的增加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当坡面坡度为 12°和
18°时，坡面径流平均剪切力随流量的增加呈现出波动的变化。其它坡面坡度下的坡面径
流平均剪切力随流量的增加呈增加趋势。坡度较小时，水流流速较小，水流侵蚀在坡面上
呈现为面蚀，不易形成细沟流，在坡面上为漫流，水宽较大。因此，水深的变化趋势较小，
故而造成径流剪切力的变化不大。当坡度较大时，随着流量的增加，水流流速在同一坡面
呈现增加的趋势，坡面侵蚀易形成沟蚀，且加上沟壁的坍塌，造成底床高程和水宽不断变
化，水深随之不断变化。因此，径流剪切力呈现一定的波动趋势。

图 3-7 径流剪切力随流量的变化
Fig.3-7 Runoff shear stress changes with runoff volume

3.4.3 坡面侵蚀量对径流平均剪切力的响应
由上述径流剪切力的定义可知，径流剪切力是驱动土壤颗粒从土体剥离的一种作用力，
因此，径流剪切力与坡面输沙率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从理论上可知，径流剪切力越大，
其对土壤剥离的程度越显著。坡面输沙量实际上为坡面的净侵蚀量。当土壤颗粒从土体上
被剥离后，土壤就发生了侵蚀过程，但是，在剥离的土壤颗粒在水流输移的过程中，会有
一部分土壤颗粒会发生沉积。因此，总的土壤剥离量减去沉积量即为实际的输沙量。图
3-8 绘制了坡面平均输沙率和平均径流剪切力之间的相关关系。由图 3-8 可以看出，坡面
平均输沙率与平均剪切力呈正相关关系。结合前人对两者之间回归分析得到的表达式的形
式，对本组试验得到的结果进行了回归拟合，得到如下的相关表达式：
D=185.84
（ -1.99） R2 = 0.70

(3-6)

式中：D 为平均输沙率（g/min）；  为径流剪切力（Pa）。
拟合公式的决定性系数 R2 为 0.70，表明此公式可以用于坡面输沙率预测。结合前人
研究可知，试验土壤的抗蚀性参数为 185.84 g/Pa/min，其值大小取决于土壤质地。临界径
流剪切力为 1.99 Pa，临界径流剪切力为试验土壤能够被径流剪切力分离的最小值，径流
剪切力只有大于临界值时，坡面才会发生土壤侵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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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平均输沙率与平均剪切力的关系
Fig.3-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and mean shear stress

3.5 坡面单位径流功率
3.5.1 坡面单位径流功率的计算方法
从作用力的角度，土壤侵蚀过程可理解为径流剪切力破坏土壤原有结构，剥离分散土
壤颗粒将其混入到水流中，泥沙颗粒在水流的作用下被输移或沉积；从作用功的角度来考
虑，从土壤颗粒被剥离到被输移的过程，尤其是土壤颗粒在力的作用下被输移的过程，同
样可被看作是作用力做功的过程。因此，坡面水力侵蚀过程可以被理解为能量消耗的过程。
Yang[117]对以前学者推导的水流挟沙力公式所用的基本假设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
由流量、能坡、平均流速和径流剪切力等基本水力学参数推导的水流挟沙力公式所做的假
定存在一定质疑，进而他对这些水流挟沙力公式的适用性和普遍性存在怀疑。Yang[117]从
作用功的角度出发认为，在一条长度为 x 米、落差为 Y 米的明渠上，单位水体重量所具备
用于输移水和泥沙颗粒的功率可以表达为：
dY  dx dY 
=
 = VS
dt  dt dx 

(3-7)

式中：V 为坡面径流平均流速（m/s）；S 为坡面的能坡（m/m），为坡度的正切值。
Yang[117]将此功率定义为单位径流功率，为径流平均流速与能坡的乘积。因此，单位
径流功率与水流输移的泥沙颗粒质量密切相关。Bagnold[116]所提出的径流功率概念强调的
是作用在单位床面上的功率，而 Yang[117]提出的单位径流功率概念强调的是单位重量水流
所具备的输送泥沙的功率。
单位径流功率理论被广泛用作坡面流水流挟沙力公式的重要参数，且许多学者研究表
明基于单位径流功率所构建的挟沙力公式是预测泥沙传输能力的最佳指标。
3.5.2 坡面单位径流功率随坡度和流量的变化
依据公式（3-7）计算得到各组试验下的单位径流功率，并绘制了不同放水流量下坡
面单位径流功率随坡度的变化曲线图，见图 3-9。从图 3-9 中可以看出，在相同流量下，
坡面单位径流功率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加。由公式（3-7）可知，单位径流功率为水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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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与能坡的乘积。由前面分析的水流流速与坡度的关系可知，水流流速在坡面坡度为 21°
时出现拐点，水流流速随着坡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然而，能坡是通过计算坡度的正切值
所获得，在试验设计范围内，能坡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加。在坡度大于 21°时，单位径流
功率仍然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加，表明在此情况下能坡的变化对单位径流功率的影响大于
流速的变化。由图 3-8 可以看出，不同流量下的单位径流功率随坡度的变化趋势一致。

图 3-9 单位径流功率随坡度的变化
Fig.3-9 Unit stream power changes with slope gradient

图 3-10 为不同坡度下坡面单位径流功率随放水流量的变化过程图。从图 3-9 可以看
出，当坡度从 3°增加到 15°时，相同坡度下的单位径流功率随着流量的增加呈现略微增加
的趋势。当坡度从 15°增加到 21°时，单位径流功率随着流量的增加同样呈现增大的趋势。
结果表明，当坡度较小时，水流流速随流量的变化较为缓慢，由单位径流功率公式可知，
随着流量的增加，单位径流功率增加率较小。当坡度较大时，水流在坡面为细沟流，水流
流速的变化随流量的增加呈现较大的增加幅度。因此，坡度的变化对单位径流功率的影响
大于流量变化，与单位径流功率随坡度的变化分析的结果一致。

图 3-10 单位径流功率随流量的变化
Fig.3-10 Unit stream power changes with runoff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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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坡面侵蚀量对单位径流功率的响应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单位径流功率是坡面侵蚀动力的一种表达形式。图 3-11 为平均
输沙率与平均单位径流功率的相关关系图。根据绘制点据，对其进行最优回归分析，得到
如下的公式：

D = 5.26 103 P0.65

R2 = 0.53

(3-8)

式中：D 为坡面平均输沙率（g/min）；P 为坡面平均单位径流功率（m/s）。

图 3-11 平均输沙率与平均单位径流功率的关系
Fig.3-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 sediment transport rate and mean unit stream power

拟合公式的决定系数仅为 0.53，说明平均单位径流功率对坡面平均输沙率的预测相比
于径流剪切力较弱，但是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坡面输沙率。由图 3-11 和公式（3-8）
可知，坡面平均输沙率和单位径流功率呈现幂函数关系，为非一致性关系，这与单位径流
功率的计算方法和坡面侵蚀随坡度和流量的影响相关。坡面径流功率为坡面流速和坡度的
乘积，坡面流速随着坡度和流量的增大而增大。而坡面侵蚀量随着坡度的增大呈现先增大
后减少的趋势。因此，坡面单位径流功率与坡面侵蚀量之间呈现非一致性关系。

3.6 坡面径流能耗
3.6.1 坡面径流能耗计算方法
径流能耗是径流在剥离土壤、克服水流混掺阻力和输移泥沙过程中做功所消耗的能量，
计算思想为初始状态的径流能量与最终状态时的径流能量之差。径流能量为径流动能与势
能之和。因此，径流能耗可用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1


E =  q  g ( Li +1 − Li )sin  + (vi +12 − vi 2 )  ( Li +1  Li )
2



（3-9）

式中： E 为径流能耗（J/min）；ρ 为水的密度（kg/m3）；q 径流量（L/min）；g 为重力加速
度（m/s2）；Li 为第 i 个断面到坡底的距离（m）
；θ 为坡度（°）；vi 为第 i 个断面的径流
平均流速（m/s）。
由前面分析可知，此理论为在计算过程中为一个黑箱过程，只考虑两个断面间的起始
和最终径流能量，忽略了中间过程的具体的消耗过程，简化了计算过程，更易于理解和进
一步应用。计算所用的径流量、流速和断面位置能够通过试验直接测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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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坡面径流能耗随坡度和流量的变化
从坡面径流能耗的计算公式可知，径流能耗与径流量和坡度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图 3-12 为不同放水流量下坡面径流能耗随坡度的变化过程图。从图 3-12 可以看出，
坡面径流能耗随坡度的变化呈现 3 种趋势：1）当坡度由 3°抬升到 12°的过程中，坡面
径流能耗随坡度的增加而增加；2）当坡度由 12°抬升到 18°的过程中，坡面径流能耗的
增速变缓或者下降的趋势；3）当坡度大于 18°之后，坡面径流能耗呈现急剧增加，并在
坡度在 21°时达到最大值，之后坡面径流能耗随着坡度的继续增加呈现下降趋势。

图 3-12 径流能耗随坡度的变化
Fig.3-12 Runoff energy consumption changes with slope gradient

图 3-13 为不同坡度下坡面径流能耗随放水流量的变化过程图。总体上讲，在相同坡
度下，随着放水流量的逐渐增大，坡面径流能耗也随之增加，但是不同坡度下坡面径流能
耗增加的趋势则不同。当坡度小于 9°时，坡面径流能耗随放水流量的增加呈现缓慢增加
趋势；当坡度在 9°～15°时，坡面径流能耗随放水流量的增加呈现波动缓慢增加趋势；
当坡度大于 15°时，坡面径流能耗的增加速率变大但在增加过程中仍然存在波动。由图
3-13 可以看出，当坡度为 24°时，坡面径流能耗达到最大值。

图 3-13 径流能耗率随流量的变化
Fig.3-13 Runoff energy consumption changes with runoff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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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坡面侵蚀量对坡面径流能耗的响应
径流在沿着坡面向下流动并造成坡面侵蚀的过程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因此通过建
立能量消耗和坡面侵蚀量之间的经验回归关系，就可以利用计算得到侵蚀消耗能量对坡面
侵蚀量进行预测。图 3-14 绘制了坡面单宽输沙率和单宽径流能耗的相关关系。对绘制点
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两者之间的如下经验公式：

D = 14.52(E − 4.0)

R2 = 0.83

(3-10)

式中：D 为坡面单宽输沙率（g/min/cm）； E 为坡面单宽径流能耗（J/min/cm）。

图 3-14 单宽输沙率与单宽径流能耗率的关系
Fig.3-14 Runoff energy consumption changes with runoff volume

拟合公式的决定性系数为 0.83，表明单宽径流能耗能够很好地预测单宽输沙率。由图
3-14 和公式（3-10）可知，单宽径流能耗和单宽输沙率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同样，单宽
径流能耗对单宽输沙率的预测同样存在临界值。基于本试验的试验条件，临界径流能耗为
4.0 J/min/cm。坡面发生侵蚀必须大于临界值，且在土壤颗粒的输移过程中如果径流能耗
低于临界值，土壤输移将终止。公式（3-10）中的常数由土壤属性决定，同样可以被表征
为土壤可蚀性参数，其值为 14.52 g/J/min。

3.7 侵蚀动力理论比较
综合以上分析，坡面径流剪切力、单位径流功率以及径流能耗均可以对侵蚀动力过程
进行描述。径流剪切力是基于坡面平均水深为参数获得，一方面，与实际的水深不均匀分
布特征相比，不能够反映坡面侵蚀沿程不均匀分布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坡面流属于薄
层水流，水深不易测得，须通过径流量除以流速和水宽得到，而流速及水宽均来自人为测
量获得，势必会造成较大的误差，进而造成对侵蚀过程描述的不准确性增强。
径流能耗基于径流流速为主要参数计算获得，便于理解和计算。一方面，流速测量的
精确度对结果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对于能量消耗的具体过程没有描述，对于土壤剥离、
泥沙输移和沉积等具体侵蚀过程不能够获得准确信息。因此，坡面径流能耗理论还须结合
水力学、泥沙运动力学等学科进行进一步完善。
单位径流功率同样是基于径流流速为主要参数计算获得，流速测量的精确度对结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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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Moor 和 Burch 通过试验表明能够很好地用来描述坡面侵蚀过程，且被广泛地应
用到基于物理过程的侵蚀模型中。在本文中，虽然单位径流功率对侵蚀产沙的响应关系较
弱，但基于单位径流功率概念侵蚀模型被应用于黄土高原侵蚀产沙预报，取得了良好的模
拟效果。
总之,上述 3 种理论在土壤侵蚀研究中的应用各有优势。一般来说，坡面单位径流功
率理论相对简便，且概念机理及应用比较广泛成熟，将更利于对基于物理过程的坡面土壤
侵蚀过程进行描述。

3.8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室内土槽放水冲刷实验，分析了径流雷诺数、流速、剪切力、单位径流功率
及径流能耗水动力特性因子随坡度和流量的变化规律，并构建了径流剪切力、单位径流功
率以及单宽径流能耗分别与坡面单宽输沙率之间的回归关系，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1）当坡度范围在 3°～21°之间时，相同流量下坡面径流 Re 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
大；当坡度大于 21°时，径流 Re 随着坡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相同坡度下径流 Re 随着流
量的增加而呈现增大的趋势。
（2）相同放水流量下坡面径流平均流速随着坡度的增加并非呈现线性关系，存在临
界状态，本试验的临界坡度为 21°。相同坡度下的坡面径流平均流速随着流量的增加呈
现增加趋势。不同坡度范围内径流流速与坡度和流量的关系式各不相同， 即
V = 0.08S 0.43Q 0.18 (3°≤S≤21°)、 V = 0.82S -0.28Q0.13 (21°<S≤30°)。

（3）坡面坡度在 3°～12°之间时，径流剪切力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大；当坡度由 12°
增加到 15°时，径流剪切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随着坡度从 15°增加到 21°，径流剪切力达
到最大值；坡度从 21°增加到 30°，径流剪切力出现减小和略微增大的趋势。当坡面坡度
为 3°、6°和 9°时，坡面径流平均剪切力随流量的增加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当坡面坡度
为 12°和 18°时，坡面径流平均剪切力随流量的增加呈现出波动的变化。其它坡面坡度下
坡面径流平均剪切力随流量的增加呈增加趋势。坡面径流剪切力与坡面侵蚀量呈现线性正
相关关系。此试验条件下的坡面土壤抗蚀性参数为 185.84 g/Pa/min，临界径流剪切力为
1.99 Pa。
（4）相同放水流量下的坡面单位径流功率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加。在坡度大于 21°
时，单位径流功率仍然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加，表明在此情况下能坡的变化对单位径流功
率的影响大于流速的变化。坡面单位径流功率与坡面侵蚀量呈现幂函数关系。
（5）相同放水流量下坡面径流能耗随着坡度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在下降的趋势。在坡
度为 21°时，坡面径流能耗达到最大值。坡面径流能耗与坡面侵蚀量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
此试验条件下坡面的土壤可蚀性参数为 14.52 J/g/min，临界单宽径流能耗为 4.0 J/min/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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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坡面径流挟沙力修正
通过第三章研究可知，坡面侵蚀的驱动力来自于水动力作用，用特定的水动力参数与
侵蚀量建立的相关关系能够预测侵蚀量的变化。然而，一是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的经验公式
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在特定的试验条件下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模拟预测结果，移植
到其它试验条件的侵蚀预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是经验公式只能够预测侵蚀总量，而
对于侵蚀过程中的侵蚀量时空变化的预测不能够实现。因此，在明确用水动力指标作为参
数来预测侵蚀量的情况下，应该结合水动力数值模型和基于物理过程的泥沙输移公式来发
展坡面水沙数值模型。而基于物理过程的泥沙输移公式的核心在于构建合理的坡面径流挟
沙力公式。
基于物理概念的坡面径流挟沙力为水流可携带的最大泥沙含量[187]。目前，多数土壤
侵蚀模型中的坡面水流挟沙力公式是基于河道水流运动理论建立，一直以来这些参数对土
壤侵蚀模型的实用性一直存在争论。比如，坡面流下的水深和坡度显著不同于河道流的状
况[188]。与河道流相比，坡面流的水深非常小，属于薄层水流；且薄层水流的流动条件随
着地表的粗糙度不断变化[112]。坡面流的坡度通常都大于河道流，且陡坡土壤侵蚀的特性
也完全不同于缓坡土壤侵蚀状况[109, 189]。另外，山坡坡面通常比河床床面更加粗糙。鉴于
坡面流和河道流之间的差异，一些学者通过室内沙槽放水冲刷试验，对结果进行回归分析，
发展了能够定量描述坡面泥沙输移能力的经验公式[190, 191]。
大部分适用于坡面流径流挟沙力公式是基于剪切力和单位径流功率概念推导获得。
许多学者研究发现，在侵蚀动床上单位径流能量与坡面流水流挟沙力表现出较好的相
关性 [109, 190, 192]。因此，单位径流功率是发展应用坡面流水流挟沙力理论的最合适的参
数之一。然而，通常基于径流剪切力概念提出的泥沙输移公式往往被推荐用于非粘性
沙的底床，在这种底床的地形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粘性沙底床发展过程中出现沟头下
切、坑穴、冲洞和沟壁坍塌 [193,

194]

。基于径流剪切力的公式被应用于发展坡面流挟沙

力公式 [113, 194]，且 Yalin[113]公式被应用在应用广泛的 WEPP 模型中。与此同时，Govers
推荐 Low 发展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 [195]。另外，对于自然坡面和较小的侵蚀试验常
用基于单位径流功率的坡面挟沙力公式模拟预测侵蚀产沙量 [109]。以上坡面径流挟沙力
公式均是基于非粘性沙和缓坡水槽试验发展推导得到，并不能反映粘性沙和陡坡坡面
的土壤侵蚀过程，尤其对于土壤侵蚀严重的黄土高原。本章基于推荐的基于径流剪切
力和单位径流功率的坡面挟沙力公式为基础，结合室内黄土坡面径流冲刷试验，一方
面验证现有广泛应用的坡面挟沙力公式的适用性，另一方面通过修正得到适用于黄土
坡面侵蚀的水流挟沙力公式。
为了使本试验所研究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本文应用广泛的基于
径流剪切力和单位径流功率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对本试验进行模拟和验证，确定适用于黄土
坡面的坡面径流挟沙力的最佳形式，进一步结合试验数据修正得到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
因此，三个基于径流剪切力或者单位径流功率的挟沙力公式被选择用于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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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分析评价
试验坡面的径流挟沙力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E
Tc =
wt

（4-1）

式中：E 是总坡面侵蚀量（kg）；t 是试验持续时间（s）；w 是试验土槽的宽度（m）。
Ali 等[195]研究表明，当坡面长度不小于为 3 m 时，坡面侵蚀过程的泥沙输移率值可以
被视为泥沙输移能力。本试验中水和土壤颗粒的密度分别取值为 1000 kg/m3 和 2650 kg/m3。
水流运动粘滞系数（m2/s）依据水温计算得到。
建立对数坐标系统，以 x 轴为观测的径流挟沙力值，y 轴为模拟的径流挟沙力值，则
模拟值与观测值的比率在 0.5～2.0 之间的数据点百分比的计算如下：
N .D.R.0.5−2.0
P.O.0.5−2.0 =
100
（4-2）
N
式中： P.O.0.5−2.0 为模拟值与观测值的比率在 0.5 与 2.0 之间的数据点；N 为观测值的数据
个数。
确定系数 R2 反映了模拟和观测值的一致程度，R2 的值越接近 1，表明模拟值和观测
值具有较高的拟合度。R2 可以从以下公式计算：

 ( M − M )( S − S )
=
 (M − M )  (S − S )
2

nd

R2

i =1

nd

i =1

2

nd

i =1

i

2

（4-3）

i

式中：M 表示模拟值（kg/m/s）；M 表示模拟值的平均值（kg/m/s）；S 表示观测值（kg/m/s）
；

S 表示观测值的平均值（kg/m/s）。
均方根误差是预测值与真实值偏差的平方与观测次数 N 比值的平方根。在实际测量
中，观测次数 N 总是有限的，真值只能用最可信赖（最佳）值来代替。标准误差对一组
测量中的特大或特小误差反映非常敏感，所以，标准误差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测量的精密度。
RMSE 越小，表明模拟值与观测值的偏差较小。如果 RMSE 的值小于观测值标准偏差的一
半，表明模型的模拟效果较好。

 (M
nd

RMSE =

i =1

i

− Si )

2

N

（4-4）

式中：M 表示模拟值（kg/m/s）； S 表示观测值（kg/m/s）；N 表示观测值的总数。

4.2 选择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
Yalin[113] 挟 沙 力 公 式 被 用 在 两 个 广 泛 应 用 的 土 壤 侵 蚀 模 型 中 ： CREAMS[196] 和
WEPP[197], 该公式是基于径流剪切力理论[198]推导获得。该理论表明，河床上径流剪切力
必须要大于促使泥沙颗粒启动的临界剪切力，如果径流剪切力小于泥沙颗粒启动的临界剪
切力，则没有泥沙输移产生。Yalin[113]基于中值粒径范围为 0.3mm～28.6mm 的非粘性试
验推导得到的挟沙力公式如下：

Tc =  0.5 (s −1)d50G 0.5 ( − c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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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0.635

 cr

(1 −

ln(1 + as)
)
as

(4-6)

2.45
1
( −  cr )0.5
(4-7)
0.4
s
 gd50 ( s − 1)
 −
s= s
(4-8)

式中：Tc 为径流挟沙力（kg/m/s）;  s 是泥沙颗粒的密度（kg/m3）； 是水的密度（kg/m3）；
d50 是泥沙颗粒的中值粒径； 是水流剪切力（Pa）；  cr 是临界水流剪切力（Pa）； g 是重
as =

力加速度（m/s2）。
Low[194]基于 Smart[199]的挟沙力公式，通过室内试验对公式系数进行了修正。试验运
用了 3.5 mm 的圆柱形塑料颗粒，且泥沙比重变化范围为 1.1～2.5 之间，试验槽子的坡度
变化在 0.46%～1.49%之间，流量的变化范围在 0.75～5.50×10-3 m3/s 之间。以上试验所得
到的径流挟沙力的范围在 0.013～0.406 kg/m/s 之间。径流挟沙力公式仍然是基于径流剪切
力所建立：

Tc =  s

6.42
( −  cr ) S 0.6 V
1.5
 g ( s − 1)

(4-9)

式中：S 为坡度（m/m）；V 为径流平均流速（m/s）。
Govers[109]推导的挟沙力公式被用于 LISEM 和 EUROSEM 模型来确定泥沙的输移能
力。Govers[109]推导的挟沙力公式是基于 Yang[117, 200]的有效单位径流功率理论，该理论表
明，水流单位径流功率的值必须大于临界单位径流功率的值，才会出现泥沙输移的情况，
如果小于临近单位径流功率，则不会出现泥沙输移的情况。Govers[109]基于 436 组水槽试
验推导得到坡面径流挟沙力经验公式。坡面侵蚀试验的泥沙采用中值粒径分别为 0.058
mm、0.127 mm、0.218 mm、0.414 mm 和 1.098 mm 的 5 种非粘性泥沙颗粒作为河床材料。
试验设计的单宽流量范围为 0.20～10.0×10-3 m2/s，坡度变化范围从 1.7%～21.0%之间。
Govers 的挟沙力公式为：
Tc = s qm( − cr ) n

(4-10)

d50 + 5 −0.6
)
(4-11)
0.32
d + 5 0.25
n = ( 50
)
(4-12)
300
式中：  为单位径流功率（m/s）； cr 为单位径流功率（m/s），取值为 0.004 m/s； q 为单
m=(

宽流量（m2/s）。

4.3 坡面径流挟沙力的适用性评价
图 4-1 比较了坡面径流挟沙力观测值和通过 Yalin[113]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计算值。
通过图 4-1 可以看出，Yalin[113]提出的挟沙力公式可以较合理地预测坡面径流挟沙力，其
模拟值与观测值的比率在 0.5～2.0 之间的数据点百分比为 80.00%，模拟值和观测值的
RMSE 为 0.05 kg/m/s，观测值与模拟值所构成的线性函数的拟合度为 0.81（表 4-1）。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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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径流挟沙力增大，模拟值也逐渐呈现偏大的趋势（图 4-1）。观测值与模拟值的比率
在 0.5 到 1 之间的数据点占总数据点的 24%，表明在合理预测区间内，此部分的模拟值相
对于观测值偏小。观测值与模拟值的比率在 1～2 之间的数据点占总数据点的 56%，表明
在合理预测期间内，此部分的模拟值相对于观测值偏大。对于整个数据点来说，模拟值偏
大的占比在 70%。这是由于 Yalin[113]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是在非粘性沙的实验的基础上
得到的。

图 4-1 比较观测值和运用Yalin 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计算得到的模拟值
Fig.4-1 Comparison of measured versus predicted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ies
by using the Yalin functions

在此模拟过程中，径流临界剪切力采用基于 Wu 和 Wang 的非粘性泥沙颗粒的计算方
法，如下：
0.126 D*−0.44 D*  1.5

−0.55
1.5  D*  10
0.131D*
0.0685D −0.27 10  D  20
 cr

*
*
=
( s −  )d 0.0173D*0.19 20  D*  40

0.30
40  D*  150
0.0115D*

D*  150
0.052

（4-13）

D* =d50 (  s /  − 1) g / v 2 

（4-14）

1/3

式中：  s 为泥沙颗粒容重（N/m3）
；  为水沙混合物的容重（N/m3）； D* 为无量纲泥沙颗
粒粒径。
对于本文试验所用的土壤材料，采用唐存本[201]提出的基于粘性泥沙颗粒的临界径流
剪切力的计算方法：

 cr =0.068 d +

3.73  10 −6
d

（4-15）

对于细颗粒泥沙，利用公式（4-15）计算得到的临界径流剪切力大于公式（4-13）和
（4-14）所计算得到的值。就本试验的泥沙颗粒粒径由公式（4-15）计算得到的径流剪切
力是公式（4-13）计算得到的 1.5 倍。以上表明，粘性泥沙颗粒相对于非粘性泥沙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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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泥沙颗粒被启动的临界径流剪切力会更大。因此，利用基于非粘性的粗泥沙颗粒推导的
Yalin 挟沙力公式计算得到的试验坡面的径流挟沙力偏小。
表 4-1 坡面径流挟沙力模拟的评价指标
Tab.4-1 Performance of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ies simulation over calibration processes
评价指标

P.O.0.5-2.0 (%)

R2

RMSE (kg/m/s)

Yalin

80.00

0.81

0.05

Low

72.00

0.79

0.04

Govers

76.00

0.93

0.03

图 4-2 为坡面径流挟沙力观测值和通过 Low 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计算值的比较图。
通过图 4-2 可以看出，Low 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能够合理地预测坡面径流挟沙力，其模
拟值与观测值的比率在 0.5～2.0 之间的数据点百分比为 72.00%，模拟值和观测值的 RMSE
为 0.04 kg/m/s，观测值与模拟值所构成的线性函数的拟合度为 0.79（表 4-1）。

图 4-2 比较观测值和运用Low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计算得到的模拟值
Fig.4-2 Comparison of measured versus predicted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ies
by using the Low functions

当坡面径流挟沙力较小的时候，观测值和模拟值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模拟值相
对偏小（图 4-2）。当坡面径流挟沙力较大的时候，一些模拟值存在偏大的情况。观测
值与模拟值的比率在 0.5～1 之间的数据点占总数据点的 34.00%，表明在合理预测区间
内，此部分的模拟值相对于观测值偏小。观测值与模拟值的比率在 1～2 之间的数据点
占总数据点的 38.00%。表明，在合理预测期间内，此部分的模拟值相对于观测值偏大。
对于整个数据点来说，模拟值偏小的占比在 46.00%；模拟值偏大的占比为 54.00%。随
着径流挟沙力的增大，数据点在合理预测区间的个数随之增加，这可能与 Low 推导得
到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试验时其径流挟沙力的范围位于 0.013 kg/m/s～0.406 kg/m/s 之间
有关。
由公式（4-9）可知，Low 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是以径流剪切力、坡度和流速为主
要参数所建立。此模型在引用经典水力学参数径流剪切力的基础上，引入了由能坡和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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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乘积代表的径流功率的概念。对于此模型，临界水流剪切力的计算仍然采用公式（4-13）
和（4-14）计算得到。依据上面分析可知，本试验所用的细泥沙颗粒所计算的临界径流剪
切力偏低。然而，能坡和速度修正系数的引入使得模拟值有所减小。因此，在合理预测区
间内，偏大值与偏小值的百分比相近。Low 得到的径流挟沙力公式推导所使用的试验槽
子的坡度变化在 0.46%～1.49%之间，本试验的坡度在 5.23%～50.00%之间。缓坡试验得
到的结果不能直接运用于陡坡试验的结果。
图 4-3 为坡面径流挟沙力观测值和通过 Govers 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计算值比较图。
通过图 4-3 可以看出 Govers 提出的挟沙力公式能够合理地预测坡面径流挟沙力，其模拟
值与观测值的比率在 0.5 与 2.0 之间的数据点百分比为 76.00%，模拟值和观测值的 RMSE
为 0.03 kg/m/s，观测值与模拟值所构成的线性函数的拟合度为 0.93（表 4-1）。

图 4-3 比较观测值和运用Govers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计算得到的模拟值
Fig. 4-3 Comparison of measured versus predicted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ies
by using the Govers functions

当坡面径流挟沙力较小的时候，观测值和模拟值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模拟值相对偏
大（图 4-3）。观测值与模拟值的比率在 1～2 之间的数据点占总数据点的 76.00%，表明在
合理预测期间内，此部分的模拟值相对于观测值偏大。对于整个数据点来说，模拟值偏大
的占比为 100.00%。随着径流挟沙力的增大，数据点在合理预测区间的个数随之增加。当
径流挟沙力较小时，利用 Govers 提出的公式过高地预测了试验坡面的径流挟沙力，可能
因为 Govers 推导此公式时的径流挟沙力的变化范围为 0.01～10 kg/m/s，对于更小径流挟
沙力不能很好地预测。从整体的径流挟沙力来看，在合理预测范围内，观测值与模拟值的
比率在 0.5～1 之间的数据点为 0，表明 Govers 对于黄土坡面径流挟沙力的预测值是偏高
的。
由公式（4-10）、
（4-11）及（4-12）可知，Govers 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是基于单
位径流功率及泥沙颗粒粒径。单位径流功率由公式（3-7）计算可得，为坡面坡度和径
流流速的乘积，则临界单位径流功率为坡面坡度与泥沙颗粒启动流速的乘积。因此，
在径流的作用下，泥沙颗粒什么时候从静止状态到进入运动状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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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条件。然而，泥沙可分为粘性沙和非粘性沙，对于不同非粘性沙颗粒粒径的启动条
件存在一个临界值粒径，凡是比临界粒径更粗的泥沙，随着粒径的加大，重力作用固
然增大，在更大的水流强度下才能启动；对于粘性沙，比临界粒径更细的泥沙随着粒
径的减小也变得越来越不易启动，这是由于受细颗粒泥沙之间粘结力的影响而导致。
Govers 基于 436 组水槽泥沙试验推导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的试验材料均为非粘性沙，
试验坡度在 1.7%～21.0%之间变化，通过数据分析确定了在此边界条件下临近单位径
流功率为 0.004 m/s。本试验的试验材料为粘性沙，其粒径为 0.033mm，坡度变化范围
为 5.2%～50%之间，均大于 Govers 试验的最小粒径和最大坡度。因此，Govers 所得到
的临界单位径流功率值相对偏小，偏小的临界单位径流功率值造成有效单位径流功率
偏大，导致预测的径流挟沙力偏大。
综上所述，结合表 4-1，比较三个广泛应用的径流挟沙力公式预测试验坡面的径流挟
沙力，结果表明，在基于径流剪切力的公式中，Yalin 公式预测值表现得最好。Govers 推
导的基于单位径流功率的径流挟沙力的预测值表现比 Yalin 公式更好，虽然模拟值与观测
值的比率在 0.5～2.0 之间的数据点百分比低了 4 个百分点，但是其拟合度高出了 12 个百
分点，另外相对平均标准差低了 0.02 kg/m/s。综合数据表明，Govers 推导的基于单位径
流功率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能够更好地预测坡面径流挟沙力。

4.4 坡面径流挟沙力修正及评价
以上研究可知，利用非粘性沙及低坡度推导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不能适用于陡坡坡
面粘性土的情况，为此需对其相关参数进行修正，以满足试验坡面的径流挟沙力。Govers
推导的基于单位径流功率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能够较好地预测坡面径流挟沙力。因此，本文
基于此公式的形式，依据本试验的条件对其参数进行修订，以满足当前坡面粘性土及更大
范围坡度的应用。
首先对临界单位径流功率进行修正。由单位径流功率的计算公式可知，单位径流功率
为坡度和流速相关，即临界径流功率应该是坡度与泥沙颗粒启动流速的乘积。对于粘性泥
沙颗粒起动流速的问题，本文采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研究的适合于大小不同泥沙颗粒的统
一起动规律, 粘性泥沙颗粒的起动流速计算公式如下[201]：
 −
h
10 + h
Vcr = ( )0.14 (17.6 s
 d50 + 0.000000605 0.72 )1/2
d50

d50

（4-16）

式中：Vcr 为起动流速（m/s）。
将公式（3-7）带入公式（4-10）
，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Tc = s qmS (V − Vcr ) n

（4-17）

考虑到本试验的试验用土粒径与 Govers 所做试验泥沙颗粒粒径的差异，必须对与泥
沙颗粒粒径相关的参数 m 和 n 的指数进行修正。结合公式（4-16）、（4-11）和（4-12），
公式（4-17）可以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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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
( 50 )b
d50 + 5 a
Tc =  s q(
) S (V − Vcr ) 300
0.32

（4-18）

式中：a, b 为待定参数。
基于试验数据，结合公式（4-16）和（4-18），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以确定待定参
数 a、b。通过回归迭代得到待定 a 和 b 的最优解分别为-0.921 和 0.365。表 4-2 为参数
a 和 b 的估计值及其评价。从表 4-2 中可以看出，参数 a 和 b 的标准误差分别仅为 0.022
和 0.021，表明样本平均数对总体平均数的变异程度较小，预测精度较高。同时，对于
参数 a 的 95%的置信区间为[-0.965，-0.878]，预测值-0.921 位于此置信区间，表明预
测值错误的概率在 5%，在统计意义上此值是正确的；对于参数 b 的 95%的置信区间为
[0.323，0.407]，预测值 0.365 位于此置信区间，表明预测值错误的概率在 5%，在统计
意义上此值是正确的。
表 4-2 参数 a 和 b 估计值的评价
Tab.4-2 Performance of prediction value of a and b parameters
参数

估计

标准误差

a

-0.921

b

0.365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0.022

-0.965

-0.878

0.021

0.323

0.407

通过以上分析，最后得到修正的 Govers 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为：
d +5
( 50 )0.365
d50 + 5 −0.921
Tc =  s q (
)
S (V − Vcr ) 300
0.32

（4-19）

图 4-4 为坡面径流挟沙力观测值和修正的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计算值比较图。从
图 4-4 可以看出，修正的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可以较合理地预测坡面径流挟沙力，其
模拟值与观测值的比率在 0.5～2.0 之间的数据点百分比为 98.00%，模拟值和观测值的
RMSE 为 0.006 kg/m/s，观测值与模拟值所构成的线性函数的拟合度为 0.98（表 4-3）。预
测评价指标均优于修正前的 Govers 公式的指标，表明修正后的 Govers 公式对坡面径流挟
沙力的预测精度更高。
表 4-3 修正的 Govers 坡面径流挟沙力模拟的评价指标
Tab.4-3 Performance of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ies simulation through corrected Govers function
评价指标

P.O.0.5-2.0 (%)

R2

RMSE (kg/m/s)

修正 Govers

98.00

0.98

0.006

随着坡面径流挟沙力增大，模拟值也逐渐呈现偏大的趋势（图 4-4）。观测值与模拟
值的比率在 0.5～1 之间的数据点占总数据点的 2.00%，表明在合理预测区间内，此部分
的模拟值相对于观测值偏小。观测值与模拟值的比率在 1～2 之间的数据点占总数据点的
10.00%，表明 86.00%的数据点位于比率为 1 的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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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比较观测值和运用修正Govers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计算得到的模拟值
Fig.4-4 Comparison of measured versus predicted sediment transport capacities
by using the corrected Govers functions

4.5 本章小结
本章利用广泛应用的径流挟沙力公式模拟试验坡面的径流挟沙力，通过对比分析确定
模拟精度最高的径流挟沙力公式。最后，基于模拟精度最好的径流挟沙力公式结合本试验
对其进行修正及模拟验证。
（1）在径流挟沙力较小的情况下，Yalin 公式、Low 公式和 Govers 公式的径流挟沙
力模拟值与观测值差异较大；当径流挟沙力较大的情况下，径流挟沙力模拟值与观测值差
异较小。总体来说，Govers 推导的基于单位径流功率的径流挟沙力公式能够更好地预测
坡面径流挟沙力。
（2）引入粘性沙起动流速计算方法并结合 Govers 公式的形式，对实验数据进行回归
分析，确定了基于泥沙颗粒粒径的参数，进而构建了适合于坡面粘性土及更大范围坡度的
修正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验证结果表明，修正的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比修正前的
Govers 公式对试验条件下的坡面径流挟沙力的预测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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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坡面二维水沙耦合模型
坡面土壤侵蚀过程是水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降雨及径流引起的土壤侵蚀威胁着土地
生产力及水质。一方面由侵蚀所产生的泥沙导致土地退化，泥沙沿坡面输移到沟道造成河
道泥沙淤积，严重威胁着河道的行洪安全。另一方面坡面径流及细颗粒泥沙携带的污染物
汇入沟道后，造成水质污染。因此，对坡面水沙的定量研究是长期以来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问题。其中，运用数值模拟方法定量化研究坡面水沙过程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同样也是土
壤侵蚀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基于物理过程的数值模型更能够反映侵蚀过程中的水动力过
程、泥沙输移及沉积过程的时空变化。从水动力学的角度出发，建立具有物理概念的数值
侵蚀模型，从自然过程的本质上揭示侵蚀的物理机理。该方法遵循质量守恒、动量守恒及
能量守恒，能够客观地捕捉坡面水沙过程的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有效地避免了传统经验模
型所带来的人为误差以及不能够反映侵蚀过程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基于物理概念的坡面
侵蚀数值模型对侵蚀现象的模拟重现是从基础的层面出发，得到的模拟结果信息量大，且
有着很强的物理意义。
本章结合第二章和第四章，基于矩形网格，在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的基础上耦合泥沙
输移模块，采用有限体积法建立了动床条件下坡面二维水沙耦合模型，用于模拟坡面侵蚀
过程中水流的非恒定流动、粘性沙的输移。该模型为水沙全耦合模型，考虑了泥沙密度和
地貌形态的变化对于水流运动的影响。采用中心迎风格式求解界面通量，并结合对界面变
量的线性重构，使其具有空间上的二阶精度。该模型釆用不平衡（非饱和）泥沙输移公式
来计算泥沙的运移过程。在整个计算过程中，该模型能够保证计算水深是非负的，具有很
强的稳定性和鲁棒性。同时，结合室内坡面降雨侵蚀的物理模型试验进一步验证了所构建
的水沙数值模型，相互印证并深化坡面土壤侵蚀过程机理，为坡面侵蚀模型的发展以及进
一步调控和减缓土壤侵蚀提供有效的工具。

5.1 水沙耦合模型控制方程
水动力模块依据水流质量守恒和动量守恒的二维浅水方程描述。泥沙输移模块基于泥
沙质量守恒。因此，控制方程如下：
z
h  (hu )  (hv)
+
+
=- b
t
x
y
t
 hu 
1
 (  huv)
+  (hu 2 + gh 2 ) +
=  hg ( Sbx − S fx )
t
x
2
y
 hv  (  huv) 
1
+
+  (hv 2 + gh 2 ) =  hg ( Sbx − S fy )
t
x
y
2

(5-1)
(5-2)
(5-3)

式中：h 表示水深（m）；u 表示 x 方向的流速量（m·s-1）；v 表示 y 方向上的流速（m/s1）；
 表示水沙混合物密度（kg/m3）， = w (1 − C) + sC ；C 表示体积含沙量（m3/m3）； w

表示水密度（kg/m3）； s 表示沙密度（kg/m3）；Sbx 表示 x 方向底坡坡度，Sbx = −zb / x ；

Sby 表示 y 方向底坡坡度，Sby = −zb / y ；S fx 表示 x 方向底坡摩阻，S fx = C f u u 2 + v 2 / h4/3 ；
2
1/3
S fy 表示 y 方向底坡摩阻，S fy = C f v u 2 + v 2 / h4/3 ；C f 表示河床糙率系数，C f = g n / h ；
63

西安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n 表示曼宁系数（s/m1/3）。
将  = w (1 − C) + sC 带入到方程（5-2）和（5-3），则水动力方程可改写为：
 −  w 2 c
hu 
1
 (huv)
+ (hu 2 + gh 2 ) +
= gh( Sbx − S fx ) − s
gh
(5-4)
t x
2
y
2
x
 −  w uzb 1 − p
+ s
(
− C)
2
t

 −  w 2 c
hu  (huv) 
1
+
+ (hu 2 + gh 2 ) = gh( Sby − S fy ) − s
gh
(5-5)
t
y
y
2
2
y
 −  w uzb 1 − p
+ s
(
− C)
2
t

式中：  表示水流流速和泥沙流速的比值；

p 表示底床的孔隙率。

泥沙的输移计算采用全泥沙输移方程：
(q − q )
hC huC hvC
+
+
= − b b*
t
x
y
L

(5-6)

式中： qb 表示单宽泥沙输移率（m2/s）； qb* 单宽泥沙输移能力（m2/s）； L 表示非平衡
输沙调整长度，泥沙从非平衡输移达到平衡输移的距离（m）。
非平衡输沙调整长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L=
式中： s 表示泥沙颗粒沉速（m·s-1）
。

h u 2 + v2

s

近底床含沙量和水流中含沙量的比值  计算如下：
h
1− p
 = min(
,
)
10 d50 C

(5-7)

(5-8)

式中：  表示泥沙质地相关的无量纲系数，取值范围为 6～12；  表示无量纲底床剪切
力（Pa）； d 50 表示泥沙中值粒径（m）
。
考虑水流流速与泥沙流速的比值，方程（5-6）改写为：
hC 1 huC 1 hvC
1 (qb − qb* )
+
+
=−
t
 x
 y

L

底床变形方程为：
zb  qb − qb*

= 
+ (1 −  )( D − E )  / (1 − p)
t 
L


(5-9)

(5-10)

式中： D 表示泥沙沉积率； E 表示泥沙剥离率；  表示泥沙颗粒输移参数，取值范围
为 0～1。
泥沙沉积率 D 和泥沙剥离率 E 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D = sCa

(5-11)

D = sCae

(5-12)

近床泥沙浓度 Ca 和近床泥沙平衡浓度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Ca = C  min(2.0,(1 − p)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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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 = 0.00156

( − cr ) 
( − cr ) 
1 + 0.0024
cr 
cr 

(5-14)

式中：  表示泥沙颗粒在水中分布的参数；  cr 表示无量纲底床剪切力的临界值。
泥沙颗粒沉速 s 采用张瑞瑾泥沙颗粒沉速计算公式：

s = (13.95


d50

)2 + 1.09(

s

− 1) gd − 13.95
w
d50

(5-15)

式中： 表示水的粘滞系数（cm2/s）。

5.2 泥沙输移方程
在水力的作用下出现地表土壤结构破坏、土壤颗粒分散、搬运和沉积的现象，此现象
是降雨产生的地表径流对土壤表面的剥蚀和输移过程，同时也是水流和颗粒间的相互作用
的动力学过程。土壤颗粒的分散主要由雨滴击溅和坡面流冲刷引起，因此，坡面侵蚀过程
包括雨滴溅蚀和径流侵蚀两部分。
5.2.1 雨滴溅蚀
坡面侵蚀在降雨的初始阶段为击溅侵蚀（溅蚀）。降雨雨滴在下降过程中具有一定的
动能，当能量雨滴到达地表的时候打击土表使土壤颗粒被剥离分散，能量较大的雨滴会使
打击分散的土壤颗粒产生一定的跃移，这种土壤颗粒的侵蚀搬运过程被称为溅蚀[202]。
溅蚀过程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干土溅蚀阶段，泥浆溅蚀阶段和层状侵蚀阶段。
在降雨伊始，由于土表相对干燥，且土壤颗粒间填充有空气，雨滴降落到地表后，土壤颗
粒还没来得及吸收雨水便被雨滴剥离分散，此过程为雨滴溅蚀的第一阶段。随着降雨的继
续，土壤间隙间的空气被排出且被水分填充至蓄满状态，在雨滴的击打作用下土壤颗粒结
构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当土壤颗粒水分继续增加到饱和程度后，土壤即成为泥浆状态，
在雨滴的打击下继续被剥离分散，此过程为溅蚀的第二阶段。随着降雨时间的延长，土壤
孔隙被泥浆阻塞，水分下渗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溅蚀颗粒形成的泥浆与水流形成浑浊径
流，造成地表土粒均匀流失，此过程为溅蚀的第三阶段。
坡面产流前，雨滴虽然使土壤颗粒沿坡面发生跃迁，但是跃迁的土壤颗粒仍然留在坡
面并在坡面形成松散的沉积物。然而，当降雨强度较大时，坡面流也有可能在溅蚀的第二
阶段形成，形成的坡面薄层水流的冲刷能力很弱，不足以使得坡面形成明显的冲刷，其主
要作用是用来搬运坡面松散的土壤颗粒。
范荣生和李占斌[203]研究表明，在坡面细沟未形成前，溅蚀阶段所造成的侵蚀产沙量
最高可达到总侵蚀产沙量的 67%。通过室内模拟降雨试验研究结果显示，当坡面坡度在
小于 6°的情况下，为形成细沟的坡面，溅蚀和径流侵蚀量分别占总侵蚀量的 80%和 20%。
因此，溅蚀在细沟产生前对侵蚀过程起着主导作用。
由雨滴打击引起的土壤溅蚀是坡面侵蚀的第一个阶段。溅蚀预测模型基于次降雨下土
壤颗粒的剥离率和雨滴动能之间的关系。雨滴动能计算采用 Brandt[204]提出的基于降雨强
度的降雨动能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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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 = 8.95 + 8.44log ri

(5-16)

式中： KE 表示单位面积降雨面积的总动能（J/m2/mm）； ri 表示降雨强度（mm/h）。
单个时间步长下雨滴击溅引起的土壤溅蚀率计算公式如下[119]

qs =

K

s

KE  e−2h

(5-17)

式中： qs 表示溅蚀（m2/s）； K 为土壤分离能力；  s 表示土壤粒密度（2650 kg/m3）。
5.2.2 坡面流侵蚀
随着降雨的持续，土壤含水量继续增加，土壤的下渗能力降低，在水流满足入渗和填
洼后，土表产流开始。地表径流沿坡面向坡下汇集，沿着流路的方向水流，一方面搬运击
溅分散的颗粒，另一方面对表土进行剥离和输移。坡面水流侵蚀的过程是径流拖曳力与土
壤抗剪切力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径流能量的消耗转化过程。在产流的初期，地表
薄层水流为漫流，对地表产生轻微的冲刷，形成一定的片蚀；随着径流路径逐渐集中，坡
面会形成集中流，此时坡面侵蚀由片蚀转化为细沟侵蚀。坡面侵蚀其实是水流能量、土壤
抗蚀性与地貌共同作用的结果。
坡面水流形成的集中流的水深及流速是漫流状态水流的好几倍，水流侵蚀力及输移泥
沙的能量同样是成倍的增加。坡面集中流形成的开始阶段，集中流对坡面的冲刷使地表首
先形成纹沟，随着冲刷历时的延长，坡面地貌的横向不均匀性也逐渐增大，最后形成比较
稳定的径流路径，此时水流的紊动性也在不断地加剧。径流沿流路继续冲刷，坡面会出现
间断的坑穴，同时出现跌坎，水流侵蚀力在此刻不仅要克服土壤抗蚀力，还要克服翻越坑
穴损耗一部分能量。跌坎的出现使得侵蚀营力由原来的水流剪切力转变为水流剪切力和重
力，此情况下土粒不再是以单粒或者团粒进入悬浮状态，而是在跌坎处以滚落的形式进入
运动状态，侵蚀的强度随着变得愈加剧烈。侵蚀坡面坑穴之间的间断部分便会称为侵蚀沟
的沟头。这些沟头在水流的作用下溯源侵蚀不断进行，细沟的长度也就不断的加长，直至
多处沟连通，此时坡面形成不间断的细沟。细沟的发展过程不随坡度和流量等水力条件而
改变，只影响细沟发展的速度。在坡度或流量较小的情况下，坡面形成坑穴所需要的时间
较长，溯源侵蚀发展缓慢；反之，当坡度或者流量较大的情况下，坡面一旦产流开始，坑
穴会快速形成，溯源侵蚀发展迅速，很快坡面形成连通的细沟。细沟形成后，径流便沿着
细沟集中并形成股流，进一步加速侵蚀的发展。细沟的横断面呈现为槽型，一般宽为 5～
25 cm，深为 5～15 cm。
坡面全沙泥沙输移率公式采用 Govers 基于试验的经验公式，此公式基于单位径流功
率。Hessel[188]采用了 8 种不同的泥沙输移率公式模拟黄土高原的小流域的水沙过程，结
果表明 Govers 的泥沙输移率对流域坡面坡度和泥沙粒径的敏感性最小。因此，本文基于
Govers 的泥沙输移率公式，基于黄土的特性进行了修正以适应当前的研究。泥沙输移率
计算公式如下：

qb =  ws (TC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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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b 表示单宽泥沙输移率(m2/s)； 表示径流剥离有效系数；w 表示径流宽（m）；TC
表示径流挟沙力（m3/m3）。
径流剥离有效系数  可以通过土壤粘结力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



1
0.79 e−0.85 J

J 1
J 1

（5-19）

式中： J 表示粘结力（kPa）。
表 5-1 不同土壤类型的土壤粘结力值（kPa）
Tab.5-1 The value of soil cohesion under different soil types (kPa)
土壤类型

沙土

J

2

沙壤土
2

壤土
3

粉壤土

粉黏壤土

3

3

黏壤土
10

沙黏土
9

基于第四章的修正的 Govers 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
T
TC = c
s q

粉黏土

黏土

10

12

（5-20）

式中： q 表示单宽流量（m2/s）。

5.3 数值方案
5.3.1 控制方程
方程（5-1）、（5-2）、（5-3）、（5-9）构成非线性双曲线。控制方程可以写成以下矢量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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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5-22）

（5-23）

5.3.2 控制方程离散
本模型采用的结构化网格如图 4-1 所示，对于控制方程的离散采用有限体积法，模型
中将变量 h 、 u 、 v 、 C 以及 zb 定义在结构化网格的中心，其值代表平均值。
将控制方程（5-21）对单元（i，j）采用格林定理进行积分，获得的相应的离散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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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Qin,+j1 = Qin, j −

t
t
(Fi +1/2, j − Fi −1/2, j ) −
(G i , j +1/2 − G i , j −1/2 ) + tSi , j
x
y

（5-24）

式中：  t 表示时间步长（s）；i, j 为单元序号；x 表示矩形网格在 x 方向的尺寸； y 表
示矩形网格在 y 方向的尺寸； Fi −1/2, j 表示矩形网格交界面（i-1/2，j）的通量； Fi +1/2, j 表示
矩形网格交界面（i+1/2，j）的通量；G i , j−1/2 表示矩形网格交界面（i，j-1/2）的通量；G i , j+1/2
表示矩形网格交界面 i，j+1/2）的通量； Si , j 表示单元（i，j）在单元中心的源项。

图 5-1 控制单元和计算网格示意图
Fig.5-1 Control unit and computational grid diagram

5.3.3 数值求解
对于方程（5-24）中连续方程以及动量方程离散形式的求解，本模型采用中心迎风格
式求解单元界面上的流量和动量通量，并结合对界面变量的线性重构，使其具有空间上的
二阶精度；采用非负水深重构法处理干湿边界问题；通量计算应用 HLLC 近似黎曼求解
器求解；坡度源项可以转换成此单元界面的通量形式的算法计算；底坡摩阻项采用提出的
新的隐式算法计算；二阶显式龙格库塔用来更新时间上的流量和通量的值。具体每一步骤
的过程介绍参考本文的 2.2 和 2.3 章节，不再赘述。
对于方程（5-24）中泥沙输移公式离散形式的求解，本模型采用一阶精度的迎风格式
求解单元界面上的泥沙输移的通量，则：

(qxC )i +1/2, j = (qx )i++1/2, j (C )i , j + (qx )i−+1/2, j (C )i +1, j

（5-25）

(qxC )i −1/2, j = (qx )i+−1/2, j (C )i −1, j + (qx )i−−1/2, j (C )i , j

（5-26）

(qy C )i +1/2, j = (qy )i++1/2, j (C )i, j + (qy )i−+1/2, j (C )i +1, j

（5-27）

(qy C )i −1/2, j = (qy )i+−1/2, j (C )i −1, j + (qy )i−−1/2, j (C )i, j

（5-28）


x i +1/2, j ，

式中： (q )


x i −1/2, j ，

(q )


y i , j +1/2

(q )


y i , j −1/2

以及 (q )

可通过以下约束条件得到：

(qx )i++1/2, j = max (qx )i +1/2, j ,0.0 ,(qx )i−+1/2, j = min (qx )i +1/2, j ,0.0

(qx )i+−1/2, j = max (qx )i −1/2, j ,0.0 ,(qx )i−−1/2, j = min (qx )i −1/2, j ,0.0
68

（5-29）
（5-30）

5 坡面二维水沙耦合模型

(qy )i+, j +1/2 = max (qy )i , j +1/2 ,0.0 ,(qy )i−, j +1/2 = min (qy )i , j +1/2 ,0.0

(qy )i+, j −1/2 = max (qy )i, j −1/2 ,0.0 ,(qy )i−, j −1/2 = min (qy )i, j −1/2 ,0.0

（5-31）
（5-32）



式中： x i +1/2, j 和 x i −1/2, j 分别表示单元界面（i+1/2, j）和（i-1/2, j）的水流流量通量；


同样 y i , j +1/2 和 y i , j −1/2 分别表示单元界面（i, j+1/2）和（i, j-1/2）的水流流量通量；单

(q )
(q )

(q )
(q )

元界面通量采用迎风格式进行计算，具体计算过程可以参照本文的 2.2 章节。
对于式子（5-24）中底床变形公式离散形式的求解，本模型采用的是显式格式进行计
算，则：

( zb ) n +1 = ( zb ) n +

t (qb − qb* )
L(1 − p)

（5-33）

5.3.4 稳定条件
本模型采用显式格式对浅水方程求解，因此计算所采用的时间步长需满足柯朗数
(CFL)的限制条件，具体描述参见本文 2.2.5 章节。

5.4 室内坡面模拟降雨试验验证
降雨是水力侵蚀的直接动力，也是影响水土流失过程的主要因素之一。深入认识、研
究水土流失过程及其机理，寻求水土流失调控的理论和方法，需要再现水土流失过程，而
天然降雨条件下的水土流失过程一般很难重复再现；由于天然降雨的复杂多变性，在短期
内不可能进行多次观测试验并积累相关试验资料，因此，要想得出有关天然降雨条件下水
土流失的定量研究成果，需要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获得足够的系列数据资料。
与此相反，利用模拟降雨装置开展模拟降雨试验，可以在人为控制条件下从多角度来研究
降雨的各种特性（如降雨总量、雨强、雨滴大小、雨滴终速、降雨动能）及各种边界条件
（如坡度、坡长、植被、土壤类型等）对坡面土壤侵蚀的影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大
量试验数据。采用模拟降雨装置开展水土流失过程及机理试验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普
遍采用的研究手段。
本文通过构建坡面物理模型，利用室内人工模拟降雨试验，再现坡面水土流失过程，
同时采集水沙数据。依据物理模型的降雨条件和边界条件，并结合提出的坡面二维水沙数
值模型进行试验坡面的水土流失过程模拟，进而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和预测的准确性。
5.4.1 试验装置
室内人工模拟降雨试验在西安理工大学西北旱区生态水利国家重点实验室雨洪侵蚀
大厅进行。
试验装土土槽为可移动式钢制土槽，其长、宽和高分别为 13 m，1.0 m 和 1.0 m。模
拟降雨装置采用西安理工大学水土资源演变与调控创新团队研制的顶喷式模拟降雨装置。
模拟降雨装置包括降雨器，供水系统和水量调节系统。降雨器包括降雨喷头和支撑钢塑水
管，其中降雨喷头可根据雨强的要求进行更换。供水系统包括蓄水池，水泵和供水管道。
水量调节系统采用控制阀和稳压装置来稳定水流，以便获得稳定的水流。图 5-2 为实验装
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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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试验装置图
Fig.5-2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device

如图 5-2 所示，降雨器固定安装在土槽右侧的栏杆上，其有效降雨面积为 13 m2 ，
降雨喷头距土表的高度为 6 m。本试验采用的模拟降雨装置雨强容易控制，且降雨过
程中水压恒定，有效降雨面积内雨强的均匀性较好。降雨器采用组合装置，易于拆卸，
维护方便。
5.4.2 试验材料及方法
坡面物理模型采用黄土进行填充。将从野外采集回来的黄土土样过 10 mm 大小孔径
的筛子用来除去杂质，将过筛的土壤喷洒水分并进行闷土，使其含水量达到 20%左右。
马尔文 2000 颗粒粒度分析仪测试土壤的颗粒粒径，其中值粒径为 0.038mm;机械组成，见
表 5-2。
表 5-2 试验土壤颗粒组成
Tab.5-2 Grain components of experimental soil
粒径（mm）

>1.0

1~0.25

0.25~0.05

黄土（%）

0.00

1.05

35.45

0.05~0.01
43.4

0.01~0.005
3.20

0.005~0.001
6.40

< 0.001
10.5

首先，首先在深 1.0 m 的土槽底部铺 1 层纱布，再铺设 0.2 m 厚的天然沙，用来保证
试验土的透水状况接近天然坡面；其次，根据试验土槽的有效容积以及土样的设计干容重
1.30 g/cm3 按照公式（5-34）计算出所需土样重量；再次，按照 10 cm 土厚一层由下往上
进行分层填土，共计填充 5 层土壤，直到填土表面距离土槽侧壁顶沿 30cm 时停止。在装
土过程中，为了保证上下两层土之间能够紧密结合，在填完一层土后，需要在将下层土的
表面处理粗糙后再填装上层土；另外，为了尽可能减少试验土槽的边壁效应，在装土结束
时要求土槽边壁附近的土表的高度略高于中间部分。土槽填装完毕后，在其表面铺上纱布
均匀洒水，使其充分渗透，土壤表层含水量接近饱和，24h 后开始降雨试验。每层装土量
计算公式如下：

m = B × (1 + w) ×l ×b ×h

（5-34）

式中：m 为所需装土量（kg）；B 为装土干容重（g/cm3），取 1.3g/cm3；w 为土壤重量含水
量（%），取 15%；l、b 和 h 分别为设计试验土层的长、宽和高（m）。
模拟降雨试验坡度为 12°，设计雨强为 90 mm/h。降雨试验前，在土槽上方，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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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 14 个雨量杯，秒表计时降雨 5 min，根据 14 个雨量杯中的雨量取平均值，判断与各
雨强的关系调节侧喷降雨器的入流量，以保证降雨雨强为设计雨强。率定完成后的实际雨
强为 89 mm/h，模拟试验的降雨时间设定为 24 min，从坡面出口开始有径流产生开始计时，
同时在出口处收集坡面的径流泥沙流失量，每隔 1 min 更换一次取样桶。径流量利用构建
的水深和取样桶体积关系，量取水深后，即可得到坡面径流量；坡面侵蚀产沙量利用液体
锥形瓶（事先率定好体积）称重测定。将锥形瓶中的泥沙样品静置 24h 后，倒掉上层清液，
取沉淀的泥沙放置于 105℃的烘箱烘干 8h 称重得到泥沙的质量，进而得到浑水样品中的
含沙量。采用烘干法测得每分钟的含沙量，用含沙量乘以浑水的总体积得到产沙量。用浑
水的总体积减去泥沙体积便得到每分钟的径流量。

图 5-3 降雨试验土槽
Fig.5-3 Experimental soil flume

5.4.3 试验数据分析
模拟值与观测值的数据比较相关图及数据回归分析采用 Origin 8.5 制作，统计分析采
用 SPSS 21.0 计算得到。
5.4.4 坡面侵蚀过程数值模拟
本文采用该实验数据来验证模型的模拟精度。为了进一步验证基于本文推导的径流挟
沙力公式构建的坡面二维水沙数值模型模拟的准确性，同时比较了基于 Govers 提出的径
流挟沙力公式构建的二维水沙输沙模型。
水的密度为 1000 kg/m3 和泥沙颗粒的密度为 2650 kg/m3, 重力加速度为 9.8 N/kg。整
个计算区域被离散为 13,000 个矩形网格，每个网格的尺寸为 0.02 m。曼宁系数被设定为
0.012 s/m-1/3，土壤孔隙度设定为 0.51，时间步长为自适应时间步长，总模拟时间为 24 min。
整个模拟过程中柯朗数为 0.5。降雨过程中雨强设定为 89 mm/h。由于试验前已使土壤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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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接近饱和，因此数值模拟过程中，入渗值被假设为稳定入渗率 34.8 mm/h。图 5-4 为
概化的试验坡面。

图 5-4 概化的坡面地形
Fig.5-4 Generalized slope topography

图 5-5 为坡面径流模拟值和观测值随降雨历时的变化过程图。由图 5-5 可以看出，在
产流前 5 min，径流量迅速增加（第一阶段）；随后过程中径流量呈现缓慢增加（第二阶
段）。基于修正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耦合的坡面水沙二维数值模型模拟的径流率趋势与
观测值的趋势相近。基于 Govers 公式耦合的数值模型模拟的径流率在前 15 min 径流的变
化的趋势波动较大，之后相对稳定。

图 5-5 坡面径流过程模拟值和观测值比较
Fig.5-5 Comparati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slope runoff processes

从表 5-3 可以看出，在径流过程的第一阶段，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
模拟的径流率过程的变异系数与观测值的接近，分别为 27.45%和 28.28%；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模拟的径流率的变异系数为 51.83%，是观测值的 1.83 倍。在径流过
程的第二阶段，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模拟的径流率过程的变异系数与观
测值相差 2.69 个百分点，分别为 7.01%和 4.32%；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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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径流率的变异系数为 17.87%，与观测值相差 13.55 个百分点。
表 5-3 不同阶段坡面径流率的变异系数
Tab.5-3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slope runoff rate at different stage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观测值
28.28%
4.32%
修正 Govers
27.45%
7.01%
Govers
51.83%
17.87%

图 5-6 为径流率观测值与基于两种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关系散点图。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偏小，但其值的变化趋势与 1:1 趋势相近。从图 5-6
可以看出，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波动较大且整体偏大。径流
率观测值与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之间的拟合直线的比率为 0.95、
拟合度为 0.89；而径流率观测值与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的比
率为 0.96、拟合度为 0.58。依据比率值，虽然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
模拟值更接近于 1:1 的比率，但是由于其拟合直线的拟合度仅为 0.58 远低于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

图 5-6 坡面径流模拟值和观测值比较
Fig.5-6 Comparation of the simulated and slope runoff

表 5-4 为两种模型的径流率计算精度评价指标。从表 5-4 中可以看出，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径流率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1.18 L/min，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径流率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2.31 L/min。因此，基于
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与观测值的偏离程度较小。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NSE 为 0.83，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
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NSE 为 0.35。表明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
的径流率模拟值较大，可信度较高。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相
比较于观测值的 RB 为-5.02%，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相比较于观
测值的 RB 为-3.56%。从相对偏差同样可以看出，模拟值相对于观测值偏低。从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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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同样可以看出，两种模型的模拟值均接近于 5%，从统计学角度看，差异不呈现
显著性。相对偏差反映了模拟值与观测值差值的总和与数据个数和观测值平均值的乘
积。综合模拟精度评价指标可以看出，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模拟的
径流效果较好。
表 5-4 坡面流模拟精度评价指标
Tab.5-4 Performance of simulation value compared to observed value overland flow
模型

RMSE (L/min)

NSE

RB (%)

修正 Govers

1.18

0.83

-5.02

Govers

2.31

0.35

-3.56

图 5-7 坡面含沙量观测值与基于两种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随降雨历时的变化
图。比较在整个降雨过程中坡面含沙量观测值和模拟值的变异系数，观测值为 40.43%，
基于修正的 Govers 公式的模型模拟值为 16.57%，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模拟值为
22.10%。两种模型的坡面含沙量的模拟值的波动比观测值的偏低，可能是在实际侵蚀
过程出现的土体坍塌的情况在数值模拟过程中没有体现导致的。在降雨开始后的前
5min 内，两种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都相对偏高，均大于观测值。此后的过程中，
两种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的变化趋势与观测值相似。基于修正的 Govers 公式的模
型坡面含沙量模拟值小于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模拟结果。由于 Govers 构建的径流
挟沙力公式是基于非粘性沙，较小的变化范围得到的临界单位径流功率为 0.004 m/s，
直接应用于模拟黄土坡面会导致模拟的结果偏大。

图 5-7 坡面含沙量过程模拟值和观测值比较
Fig.5-7 Comparati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slop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processes

图 5-8 为坡面含沙量观测值与基于两种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关系散点图。在实测
坡面含沙量低于 0.04 m3/m3 时，两种模型模拟的坡面含沙量值偏大；当实测坡面含沙量高
于 0.04 m3/m3 时，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偏小，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偏大。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
和观测值之间的拟合直线的比率为 0.50、拟合度为 0.73；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
面含沙量模拟值和观测值之间的拟合直线的比率为 0.59，拟合度为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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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坡面含沙量模拟值和观测值比较
Fig.5-8 Comparati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slop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为了进一步比较两种模型对坡面含沙量的预测精度，计算量化了坡面含沙量模拟精度评
价指标（表 5-5）
。从表 5-5 中可以看出，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相
比较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0.01 m3/m3，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相比较
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0.011 m3/m3。表明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相
对于观测值的偏离程度较小。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相比较于观
测值的 NSE 为 0.66，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NSE
为 0.61，表明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较大，可信度较高。基于修
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B 为-1.02%，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B 为 19.95%。从相对偏差同样可以看出，
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值低于±5%；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
面含沙量模拟值远大于±5%，其值相对于观测值偏高。相对偏差反映的是模拟值与观测值
的差值的总和与数据个数和观测值平均值的乘积。综合模拟精度评价指标可以看出，基于修
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坡面含沙量模拟效果较好。
表 5-5 坡面含沙量模拟精度评价指标
Tab.5-5 Performanc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f simulation value compared to observed value
模型

RMSE (m3/m3)

NSE

RB (%)

修正 Govers

0.010

0.66

-1.02

Govers

0.011

0.61

19.95

表 5-6 为坡面径流峰值和径流总量以及径流含沙量的峰值和均值的观测值和与基于
两种模型的相应模拟值的统计表。
从表 5-6 可以看出，坡面径流峰值观测值发生在产流后的第 15min，其值为 12.78 L/min，
而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为 12.52 L/min，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
数值模型的模拟值为 10.88 L/min，二者与观测值相比相对偏差分别为-2.03 %和-14.87 %。
对于整个模拟降雨过程中的径流总量而言，观测值、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模拟值
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模拟值分别为 277.46 L，263.53 L 和 267.57 L，模拟值与观测值
相比的相对偏差分别为-5.02 %和-3.56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两者数据差异在 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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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差异不显著性。总体来说，与观测值相比，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
型对坡面径流峰值的模拟精度更高。
表 5-6 坡面径流和含沙量特征值
Tab.5-6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slope runoff an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径流

含沙量

峰值（L/min）

总量（L）

峰值（m3/m3）

均值（m3/m3）

观测

12.78

277.46

0.065

0.039

修正 Govers

12.52

263.53

0.051

0.038

Govers

10.88

267.57

0.058

0.046

从表 5-6 可以看出，坡面含沙量峰值观测值发生在产流后的第 17min，其值为 0.065
m3/m3，而对应峰现时间的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为 0.051 m3/m3，
对应峰现时间的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为 0.058 m3/m3，二者与观测值
相比的相对偏差分别为-21.54 %和-10.77 %。两种模型模拟的径流洪峰时刻的含沙量值均
偏低，且修正的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偏差更大。对于整个模拟降雨过程
中的径流含沙量均值而言，观测值、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模拟值和基于 Govers 公
式的模型模拟值分别为 0.039 m3/m3，0.038 m3/m3 和 0.046 m3/m3。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
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偏小，仅为-2.56%；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偏大，
为 17.95%。总体来说，与观测值相比，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对径流含沙
量的模拟精度更高。

5.5 室内坡沟系统模拟降雨试验验证
目前，引用广泛的土壤侵蚀模型例如 WEEP 模型、LISEM 模型、EUROSEM 模型以
及 RUSLE 模型均是基于缓坡开发的模型。这些土壤侵蚀模型并无法应用于陡坡，由于这
些模型的开发区域（欧洲和美国）均在缓坡的耕地上，而不在陡坡上。在这些模型开发过
程中，坡度为 10%通常被认为已经是“陡坡”，而在中国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陡坡”上，
因此，国际上开发的土壤侵蚀模型并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的土壤侵蚀预报。本文构建的坡
面径流挟沙力的坡度变化范围从 3°到 30°，有力地支撑了水沙耦合模型对陡坡土壤侵蚀
的模拟和预测。
本文通过构建坡沟系统物理模型，利用室内人工模拟降雨试验，再现坡面水土流失过
程，同时采集水沙数据。依据物理模型的降雨条件和边界条件，并结合提出的坡面二维水
沙数值模型进行模拟试验坡沟系统的水土流失过程，进而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和预测的准确
性。为了进一步验证基于本文推导的径流挟沙力公式构建的坡面二维水沙数值模型的准确
性，同时比较了基于 Govers 提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构建的二维水沙输沙模型。
5.5.1 试验装置
有关研究表明，黄土高原的沟间地一般为耕地，坡度较缓，大约为 10~35°。沟谷地
包括沟坡区及沟床等。沟坡区坡面破碎、地形复杂，有坡面大于 60°的悬崖，有 40~60°
76

5 坡面二维水沙耦合模型

的荒坡，也有 25~35°的耕地。图 5-9 是黄土高原沟壑区横剖面示意图。
沟谷地

沟间地

（沟道）

（坡面）

全坡面

坡
沟

沟床

基岩

图 5-9 黄土高原沟壑区横剖面示意图
Fig.5-9 Sketch map of cross section of tableland region in Loess Plateau

根据以上黄土高原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室内试验设计的原则，将黄土丘陵区坡沟侵蚀产沙
系统进行概化，建立了坡-沟系统概化物理模型（图 5-10）。试验在坡-沟系统概化模型上进行，
模型采用钢槽制成，槽宽 1m；坡面部分的坡度 12°、长 8m，代表黄土高原地区峁边线以
上的沟间地，而沟坡部分的坡度为 25°、长 5m，代表峁边线以下的沟谷地，坡面部分和沟
坡部分的比例大致控制为 1.6:1.0，可代表黄土高原地区坡面和沟坡的实际比例。实测坡-沟系
统概化物理模型的总水平投影面积 11.545m2，坡面、沟坡的水平投影面积比为 1.457。所建
模型可基本代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梁坡和坡沟的地貌特征。

（a）模拟降雨系统示意图

(b) 模拟降雨系统实物图
图 5-10 坡沟系统物理模型图
Fig.5-10 The map of the slope-gully system model

如图 5-10 所示，降雨器安装方式与 5.4 章节坡面降雨试验的一致。试验中共使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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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降雨喷杆，其中 4 个位于坡面、4 个位于沟道。产生的雨滴有效降落高度为 6 m，以确
保雨滴末速达到设计速度。降雨强度通过喷头尺寸和水压精确控制。每次降雨试验之前，
都需要对降雨强度进行率定，以控制降雨量和降雨空间均匀性。经过率定，本次模拟降雨
的空间均匀度在 85%以上，表明本次人工模拟的降雨过程具有较高的均匀度和稳定性。
5.5.2 试验材料及方法
本次试验的用土材料与第 5.4 章的用土材料一致。试验填土前，现将试验土槽的两个
坡面的坡度调整到设计的坡度，上坡为 12°，下坡为 25°；然后土过筛除去杂质，按照
第 5.4 章的填土方法对坡沟系统进行填土，坡面容重控制在 1.3g/m3，土壤前期含水量控
制在（20±1）%，土槽填装完毕后，在其表面铺上纱布均匀洒水，使其充分渗透，土壤表
层含水量接近饱和，24h 后开始降雨试验。
试验设计降雨雨强为 90 mm/h，实际雨强为 96 mm/h，同样也是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
和研究区实际降雨雨强情况，相当于黄土高原地区的中雨的降雨强度。试验均从产生径流
的时刻开始计时，并且径流历时控制为 30 min，这是由于在试验控制条件下，根据实际
观察，产流经过 30 min 后径流已经基本达到稳定状态。实验人员每 1 min 用存储桶收集
一次径流和泥沙样品，并对径流量进行测量。径流中的泥沙经过 24 h 静置后进行分离，
并在 105℃高温下烘干 8 h，随后称重。
5.5.3 试验数据分析
模拟值与观测值的数据比较相关图及数据回归分析采用 Origin 8.5 制作，统计分析采
用 SPSS 21.0 计算得到。
5.5.4 坡沟系统侵蚀过程数值模拟
本文采用该实验数据来验证模型的模拟精度。水的密度为 1000 kg/m3 和泥沙颗粒的
密度为 2650 kg/m3, 重力加速度为 9.8 N/kg。整个计算区域被离散为 13,000 个矩形网格，
每个网格的尺寸为 0.02 m。曼宁系数被设定为 0.012 s/m-1/3，土壤孔隙度设定为 0.51，时
间步长为自适应时间步长，总模拟时间为 30 min。整个模拟过程中柯朗数为 0.5。降雨过
程中雨强设定为 90 mm/h。由于试验前已使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因此数值模拟过程中，
入渗值被假设为稳定入渗率 34.8 mm/h。图 5-11 为概化的试验坡沟系统。

图 5-11 概化的坡沟地形
Fig.5-11 Generalized slope-gully to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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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为坡沟系统径流模拟值和观测值随降雨历时的变化过程图。由图 5-12 可以看
出，在产流前 6 min 内，径流量迅速增加（第一阶段）；随后径流量呈现缓慢增加（第二
阶段）。基于修正的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的坡面水沙二维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的变
化趋势与径流率观测值的变化趋势相近。基于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的坡面水沙二维数
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在前 25 min 内的变化趋势波动较大，之后趋于相对稳定。

图 5-12 坡沟系统径流过程模拟值和观测值比较
Fig.5-12 Comparati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overland flow processes on slope - gully

从表 5-7 可以看出，在径流过程的第一阶段，基于修正的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的
坡面水沙二维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的变异系数与径流率观测值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30.30%和 30.17%，而基于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的坡面水沙二维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
值的变异系数为 55.48%，是观测值的 1.84 倍。
从表 5-7 可以看出，在径流过程的第二阶段，基于修正的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的
坡面水沙二维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的变异系数与径流率观测值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11.91%和 4.03%，而基于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的坡面水沙二维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
值的变异系数为 17.14%，比径流率观测值的变异系数相差 13.11 个百分点。
表 5-7 不同阶段径流率实测值与模拟值的变异系数
Tab.5-7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runoff rate at different stage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观测值
30.17%
4.03%
修正 Govers
30.30%
11.91%
Govers
55.48%
17.14%

图 5-13 为径流率观测值与基于两种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关系散点图。从图 5-13 可以看
出，在径流率小于 8 L/min，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与径流率
观测值的拟合曲线随着径流率的增长逐渐接近 1:1 的线性关系；在 8～10 L/min 期间，径流
率模拟值与观测值的拟合曲线与 1:1 的线性重合；在 10～13 L/min 期间，径流率模拟值与观
测值的拟合曲线逐渐偏离 1:1 的线性，呈偏小趋势。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
径流率模拟值与径流率观测值之间的拟合直线的比率为 0.93、拟合度为 0.81。从图 5-13 可以
看出，在整个径流过程中，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与径流率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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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拟合曲线随着径流率的增长逐渐靠近 1:1 的线性。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
径流率模拟值与径流率观测值之间的拟合直线的的比率为 1.1、拟合度为 0.74。对比可知，
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拟合直线的拟合度值低于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
水沙数值模型的相应值。从图图 5-13 中可以看出，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
径流率模拟值与径流率观测值的拟合曲线更接近于 1:1 的线性。

图 5-13 坡沟系统径流模拟值和观测值比较
Fig.5-13 Comparati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slope- gully runoff

表 5-8 为两种模型的径流率计算精度评价指标对比结果。从表 5-7 中可以看出，
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1.20
L/min，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1.74 L/min，表明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相对于观测值的
偏离程度较小。从表 5-7 中可以看出，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
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NSE 为 0.81，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
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NSE 为 0.60，表明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
率模拟效果较好，可信度较高。从表 5-7 中可以看出，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
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B 为-1.53%，偏高于观测值；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B 为 0.88%，偏高于观测值。
从相对偏差同样可以看出，两种模型的径流率模拟值均低于±5%，从统计学角度看，差
异不呈现显著性。相对偏差反映了模拟值与观测值的差值的总和与数据个数和观测值平均
值的乘积。综合上述模拟精度评价指标对比结果可以看出，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
数值模型的径流率模拟效果较好。
表 5-8 坡沟系统径流模拟精度评价指标
Tab.5-8 Performance of simulation value compared to observed value slope-gully runoff
模型
RMSE (L/min)
R2
NSE
RB (%)
修正 Govers
1.20
0.81
0.81
-1.53
Govers
1.74
0.74
0.60
-0.88

图 5-14 为坡沟系统径流含沙量模拟值和观测值随降雨历时的变化曲线图。在整个降
雨过程中，坡沟系统径流含沙量观测值的变异系数为 43.72%，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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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含沙量模拟值的变异系数为 20.09%，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
模型的径流含沙量模拟值的变异系数为 12.66%。对比分析可知，基于上述两种水沙数值
模型的坡沟系统径流含沙量模拟值的变异系数低于观测值，分析原因可能是在实际侵蚀过
程出现了土体坍塌的情况，但在数值模拟过程中没有体现。基于上述两种水沙数值模型的
坡沟系统径流含沙量模拟值随降雨历时的变化趋势与观测值相似。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
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坡沟系统径流含沙量模拟值小于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模
拟值。由于基于 Govers[109]构建的径流挟沙力公式是基于非粘性沙，较小的变化范围得到
的临界单位径流功率为 0.004 m/s，直接应用于模拟黄土坡面会导致模拟的结果偏大。

图 5-14 坡沟系统含沙量过程模拟值和观测值比较
Fig.5-14 Comparati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slope – gully sediment concentration processes

图 5-15 为坡沟系统径流含沙量观测值与基于两种模型的径流含沙量模拟值关系散点图。
从图 5-15 中可以看出，在含沙量低于 0.04 m3/m3 时，基于两种模型的坡沟系统径流含沙量模
拟值均大于观测值；当含沙量高于 0.04 m3/m3 时，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
流含沙量模拟值小于观测值。当含沙量高于 0.04～0.05 m3/m3 时，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
值模型的径流含沙量模拟值大于观测值；含沙量高于大于 0.05 m3/m3 时，基于两种模型的坡
沟系统径流含沙量模拟值均观测值。经计算，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径流
含沙量模拟值和观测值的拟合直线的比率为 0.39、拟合度为 0.51，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
沙数值模型的径流含沙量模拟值和观测值的拟合直线比率为 0.28、拟合度为 0.27。

图 5-15 坡面含沙量模拟值和观测值比较
Fig.5-15 Comparation of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slope - gully sediment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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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比较两种模型的预测含沙量的精度，计算量化了坡沟系统含沙量模拟精度
评价指标（表 5-9）。从表 5-9 中可以看出，基于修正 Govers 的模型模拟的含沙量相比较
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0.014 m3/m3，而基于 Govers 模型模拟的含沙量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0.018 m3/m3。表明基于修正 Govers 的模型模拟的含沙量值相对于观测值的偏离
程度较小。基于修正 Govers 的模型模拟的含沙量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NSE 为 0.45，而基于
Govers 的模型模拟的含沙量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NSE 为 0.26。表明基于修正 Govers 的模型
模拟的径流值较大，可信度较高。基于修正 Govers 的模型模拟的含沙量相比较于观测值
的 RB 为-5.88%，而基于 Govers 的模型模拟的含沙量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B 为 9.02%。从
相对偏差同样可以看出，基于修正 Govers 的模型模拟的含沙量值接近于±5%，从统计学
角度看，差异不呈现显著性，而基于 Govers 的模型模拟的含沙量值大于±5%，其值相对
于观测值偏高。相对偏差反映的是模拟值与观测值的差值的总和与数据个数和观测值平均
值的乘积。综合，模拟精度评价指标可以看出，基于修正 Govers 的模型模拟的含沙量效
果较好。
表 5-9 坡沟系统含沙量模拟精度评价指标
Tab.5-9 Performanc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f simulation compared to observed value on slope - gully
模型
RMSE (m3/m3)
R2
NSE
RB (%)
修正 Govers
0.014
0.51
0.47
-5.88
Govers
0.018
0.27
0.26
9.02

表 5-10 为坡面径流峰值和径流总量以及径流含沙量的峰值和均值的观测值和与基于
两种模型的相应模拟值的统计表。
从表 5-10 可以看出，坡面径流峰值观测值发生在产流后的第 15min，其值为 12.64
L/min，而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为 10.68 L/min，基于 Govers 公
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为 9.27 L/min，二者与观测值相比相对偏差分别为-15.51 %和
-26.67 %。对于整个模拟降雨过程中的径流总量而言，观测值、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
模型模拟值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模型模拟值分别为 337.26 L，332.09 L 和 334.29 L，模拟
值与观测值相比的相对偏差分别为-1.53 %和-0.88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两者数据差异
在 5%以内，可以认为差异不呈现显著性。总体来说，与观测值相比，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对坡面径流峰值的模拟精度更高。
表 5-10 坡沟系统径流和含沙量特征值
Tab.5-10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slope-gully runoff an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径流
含沙量
峰值（L/min）
总量（L）
峰值（m3/m3）
均值（m3/m3）
观测
12.64
337.26
0.072
0.043
修正 Govers
10.68
332.09
0.044
0.041
Govers
9.27
334.29
0.045
0.047

从表 5-10 可以看出，坡面含沙量峰值观测值发生在产流后的第 16min，其值为 0.072
m3/m3，而对应峰现时间的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为 0.044 m3/m3，
对应峰现时间的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为 0.045 m3/m3，二者与观测值
相比的相对偏差分别为-38.89 %和-37.5 %。两种模型模拟的径流洪峰时刻的含沙量值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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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且修正的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偏差更大。对于整个模拟降雨过程中
的径流含沙量均值而言，观测值、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模拟值和基于 Govers 公式
的模型模拟值分别为 0.043 m3/m3、0.041 m3/m3 和 0.047 m3/m3。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
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偏小，为-4.65%；而基于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的模拟值偏
大，为 9.30%。总体来说，与观测值相比，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模型对径流
含沙量的模拟精度更高。

5.6 坡面侵蚀空间分布特征
本节以 5.4 章节的模拟结果提取分析坡面侵蚀空间分布特征，以期辨析侵蚀泥沙在坡
面的来源。将降雨第 5 min、10 min、15 min 和 24 min 的地形高程数据减去原始地形数据，
则负值表示侵蚀，正值表示沉积。图 5-16 为第 0 min（A）、5 min（B）、10 min（C）、15
min（D）、20 min（E）和 24 min（F）的地形高程及侵蚀沉积图。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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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图 5-16 不同降雨历时下坡面地形高程和侵蚀沉积变化
Fig.5-16 Elevation and erosion & deposition on slope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time

利用图 5-16，结合地形高程的变化，可以定性分析坡面侵蚀和沉积的空间变化情况。
从图 5-16 可以看出，随着降雨历时的延长，坡面地形高程的变化随之增大；侵蚀在坡面
的上部较小，坡面下部较剧烈。从图 5-16 可以看出，在坡面泥沙输移的过程中，坡面上
部出现较严重的沉积现象，且泥沙沉积量随着降雨历时的延长而增大；坡面下部出现明显
的侵蚀现象，且侵蚀程度随着降雨历时的延长而加大。
图 5-17 为不同降雨时间下坡面水系变化图。水系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坡面
主要侵蚀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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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不同降雨时间下坡面水系变化
Fig.5-17 Variation water system on slope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time

由图 5-17 可以看出，在降雨时间为 5min 时，坡面上部出现了两条支沟，在下部汇集
成一条主沟，由于坡面漫流逐渐汇集成股流，侵蚀强度加大。从图 5-17 可以看出，随着
降雨继续到 10min，坡面上部两条支沟的长度逐渐缩短且向上部延伸，一方面说明支沟逐
渐向单一主沟发展；另一方面说明坡面溯源侵蚀继续向坡顶发展，侵蚀沟在坡面底部的位
置由右侧变化到左侧。从图 5-17 可以看出，随着降雨继续到 15min，坡面上部两条支沟
的长度逐渐缩短且向上部延伸，坡面溯源侵蚀继续前进，同时在坡面中下部又有新的支沟
出现，说明在此阶段坡面侵蚀强度进一步增大。从图 5-17 可以看出，随着降雨继续到 20min，
坡面仅有单一的沟道出现，且侵蚀沟的长度较上一时间段增加，溯源侵蚀继续向前发展。
从图 5-17 可以看出，和降雨 15min 坡面沟道相比，随着降雨继续到 24min，坡面沟道的
发展已经相对稳定，坡面上部沟长出现略微增加，溯源侵蚀继续向前发展。
以上研究对坡面从坡面地形高程变化、侵蚀和沉积量的演变以及坡面沟道发展定性分
析了坡面侵蚀的空间变化特征。在下面的研究中将对泥沙的侵蚀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定量分
析。将坡面从下往上均分成 13 个断面，每个断面的长宽分别为 1×1m，每个断面标记为
D1、D2、D3、D4、D5、D6、D7、D8、D9、D10、D11、D12 和 D13，分别将 13 个断面
在选取的 5 个降雨时间的地形高程减去初始地形高程得到，筛选出负值；由于获取地形的
每一个网格的大小一样且泥沙颗粒密度为定值，因此将每个断面的累加负值除以 13 个断
面的累加负值得到每一个断面的侵蚀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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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不同降雨时间下坡面 13 个断面的侵蚀贡献率
Fig.5-18 Erosion contribution rate on 13 slope sections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time

图 5-18 为坡面 13 个断面在不同降雨时间下的侵蚀贡献率图，表 5-11 统计了具体的
贡献率值。结合图 5-18 和表 5-11，降雨时间由 5min 延长到 20min，D1～D4 断面的侵蚀
贡献率随之增加，在 24min 时略微下降；降雨时间由 5min 延长到 10min，D5～D7 断面
的侵蚀贡献率随之增加，降雨历时由 10min～20min 时，坡面侵蚀贡献率略微下降，在
24min 时略微增大；降雨时间由 5min 延长到 20min，D8～D13 断面的侵蚀贡献率随之减
少，在 24min 时略微增大。因此，从图 5-17 和表 5-11 可以看出，随着降雨历时的延长，
坡面侵蚀由坡底逐渐向坡顶延伸，模拟的结果与实际侵蚀的纵向动态变化相一致。以上结
果表明，侵蚀最严重的区域为坡面的中下部，坡面 1～4m 区域的侵蚀贡献率达到 69.59%，
是泥沙的主要来源区，应在此部位采取相应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表 5-11 不同降雨时间下坡面 13 个断面的侵蚀贡献率值（%）
Tab.5-11 Erosion contribution rate value on 13 slope sections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time (%)
断面

5 min

10 min

15 min

20 min

24 min

D1

8.37

12.56

18.00

20.86

20.26

D2

9.23

11.19

16.11

19.66

18.52

D3

9.91

13.82

16.77

16.32

16.70

D4

10.30

11.24

11.41

14.21

14.11

D5

9.61

10.14

7.99

7.12

7.36

D6

10.23

9.44

8.04

5.51

6.30

D7

9.74

10.51

8.77

7.39

7.33

D8

8.39

6.76

4.12

2.10

2.57

D9

8.60

4.73

2.88

1.66

1.68

D10

5.81

3.26

1.40

0.84

0.93

D11

4.34

2.19

1.45

1.06

1.04

D12

3.41

2.20

0.99

1.32

1.03

D13

2.06

1.96

2.07

1.95

2.17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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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据坡面 13 断面的侵蚀贡献率，进一步计算了不同降雨历时下其坡面侵蚀的
贡献率的变异系数。降雨历时为 5min、10min、15min、20min 和 24min 时，坡面侵蚀贡
献率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36.58%、56.37%、80.99%、97.20%和 93.97%。变异系数反映了统
计数据的离散程度，在本研究中可表示为侵蚀的剧烈程度，变异系数越大，侵蚀剧烈程度
越大。因此，由变异系数值可以看出，随着降雨时间的延长坡面侵蚀程度越剧烈，同时也
表明在此阶段的降雨历时下坡面侵蚀没有达到稳定状态。

5.7 本章小结
本章结合第二章优化摩阻源项算法的水文水动力模型和第四章提出的适合黄土坡面
径流挟沙力公式基础上，构建了坡面二维水沙耦合数值模型。为了验证数值模型的模拟效
果，通过两个室内试验算例进行验证：1）黄土坡面室内模拟降雨试验；2）黄土坡沟系统
室内模拟降雨试验。以室内试验的降雨条件和边界条件作为模型输入条件，通过室内试验
观测得到的水沙数据验证构建的坡面二维水沙数值模型对水沙的预测精度；另外基于黄土
坡面数值模拟水沙结果进一步分析了坡面侵蚀的空间变化特征。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果：
（1）基于水文动力模型耦合坡面泥沙输移模块，构建了坡面二维水沙耦合数值模型。
此模型为水沙同步计算的全耦合模型，坡面地形的动态变化影响着水动力过程，在模拟过
程中能够准确地捕捉坡面地形变化十分关键。本模型在计算过程中基于 GPU 并行加速技
术，能够在高分辨率地形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捕捉复杂地形变化，同时兼顾模型的计算效率。
（2）基于修正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耦合的坡面水沙二维数值模型模拟坡面径流率
的趋势与观测值的趋势相近；径流率模拟值和观测值的拟合直线的比率为 0.95、拟合度为
0.89；径流率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1.18 L/min、NSE 为 0.83、RB 为-5.02。
在整个降雨过程中坡面含沙量模拟值偏低，在含沙量低于 0.04 m3/m3 时，含沙量模拟值偏
大；当含沙量高于 0.04 m3/m3 时，含沙量模拟值偏小；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水沙数值
模型的含沙量模拟值和观测值之间的拟合直线的比率为 0.50、拟合度为 0.73；含沙量模拟
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0.010 m3/m3、NSE 为 0.66、RB 为-1.02。数值模型模拟坡面
洪峰时刻径流值的捕捉较为接近，但对于含沙量的捕捉偏低。
（3）基于修正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耦合的坡面水沙二维数值模型在模拟坡沟系统
时，径流率的模拟值变化趋势与观测值相近；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径流率模拟
值与观测的拟合曲线随着径流率的增长逐渐接近 1:1 的线性，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
型的径流率模拟值和观测值的拟合直线的比率为 0.93、拟合度为 0.81；率模拟值相比较于
观测值的 RMSE 为 1.20 L/min、NSE 为 0.81、RB 为-1.53。含沙量模拟值的变化趋势与观
测值的变化趋势相似，在含沙量低于 0.04 m3/m3 时，含沙量模拟值偏大；当含沙量高于
0.04 m3/m3 时，含沙量模拟值偏小，基于修正 Govers 公式的模型的含沙量模拟值和观测
值的拟合直线的比率为 0.39、拟合度为 0.51；含沙量模拟值相比较于观测值的 RMSE 为
0.014 m3/m3、NSE 为 0.47、RB 为-5.88。数值模型模拟的坡沟系统洪峰时刻的径流值和含
沙量值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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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坡面地形高程随着降雨历时的延长而之增大；坡面上部的侵蚀较小，而坡面下
部的侵蚀较剧烈；坡面侵蚀沟道的多条支沟逐渐汇集形成单一的主沟，侵蚀沟道逐渐向坡
顶延伸，溯源侵蚀逐渐加强。由侵蚀贡献率的变异系数可以看出，随着降雨时间的延长，
坡面侵蚀程度越剧烈，同时在此阶段的降雨历时下坡面侵蚀没有达到稳定状态。侵蚀最严
重的区域为坡面的中下部。坡面 1～4m 区域的侵蚀贡献率达到 69.59%，是泥沙的主要来
源区，应在此部位采取相应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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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1）发展了新的摩阻源项的处理方法，提高了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的计算效率和地
表径流模拟的精度。应用数学方法将浅水方程中摩阻源项的隐式格式求解通过一元二次方
程转换为显式格式进行求解，解决了摩阻源项求解过程效率较低的难题，具有直接求解，
提高模型计算效率的优势。相比于全隐式算法，本文提出的算法能够节省 45.16％～93.55％
的摩阻计算时间，且能够灵活地集成到浅水方程求解过程中。
（2）阐明了地表径流的模拟精度对高分辨率 DEM 的响应关系，揭示了高分辨率 DEM
显著提高了模拟结果的精确性。通过模拟对比流域 2m 和 5m 分辨率 DEM 下流域降雨-径
流过程，表明较高分辨率 DEM 对洪峰流量以及时间的捕捉精度分别提高了 14.71%和 20%；
对于径流过程的模拟精度 NSE 和 R2 分别提高了 26.03%和 14.67%，RMSE 和 RB 分别降
低了 22.58%和 84.78%。
（3）阐明了在不同坡度及流量条件下坡面输沙对水动力参数的响应关系，建立了基
于能量过程的粘性沙坡面挟沙力公式。坡面径流平均剪切力随径流量和坡度的增加呈非线
性关系，但与坡面侵蚀量呈线性正相关关系。此试验条件下，坡面的抗蚀性参数为 185.84
g/Pa/min，临界径流剪切力为 1.99 Pa。坡面单位径流功率与坡面侵蚀能量呈现幂函数关系
坡面径流能耗与坡面侵蚀量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此试验条件下坡面的土壤可蚀性参数为
14.52 g/J/min，临界单宽径流能耗为 4.0 J/min/cm。通过比较坡面径流剪切力、单位径流功
率及径流能耗理论与坡面侵蚀的相关关系，表明三种理论在坡面侵蚀研究各有优势，其中
单位径流功率便于获得计算参数且被广泛应用于侵蚀物理过程描述。
（4）建立了适合于坡面粘性沙的修正 Govers 挟沙力公式。在径流挟沙力较小的情况
下，Yalin，Low 和 Govers 的挟沙力公式所模拟的径流挟沙力值与观测值差异较大，当径
流挟沙力较大的情况下，差异较小。总体比较来说，基于单位径流功率的 Govers 挟沙力
公式能够更好地预测试验坡面径流挟沙力。引入粘性沙起动流速计算方法并结合 Govers
挟沙力公式的形式，对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确定了基于泥沙颗粒粒径的参数，从而构
建了适合于坡面粘性沙的修正 Govers 挟沙力公式，且比修正前的 Govers 公式对坡面径流
挟沙力的预测精度更高，P.O.0.5-2.0 和 R2 布提高了 28.94%和 5.38%，RMSE 降低了 80%。
（5）发展了坡面二维水沙高性能稳健数值模型，模拟了坡面水沙的时空演变过程。
基于水文水动力数值模型耦合通过修正 Govers 径流挟沙力公式构建的坡面泥沙输移模块，
构建了坡面二维水沙高性能稳健数值模型。通过模型模拟预测室内坡面和坡沟系统降雨侵
蚀试验进行验证。坡面径流率和含沙量模拟精度的 NSE 分别为 0.83 和 0.66，R2 分别为 0.89
和 0.73，RB 分别为-5.02%和-1.02%。坡沟系统径流率和含沙量模拟精度的 NSE 分别为 0.81
和 0.47，R2 分别为 0.74 和 0.57，RB 分别为-5.88%和-1.53%。
（6）基于坡面二维侵蚀模型，辨识了坡面侵蚀泥沙的来源。随着降雨历时的延长，
坡面地形高程的变化随之增大；侵蚀在坡面上部较弱，坡面下部较剧烈；坡面侵蚀沟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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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支沟逐渐汇集形成单一的主沟，侵蚀沟道逐渐向坡顶延伸，溯源侵蚀逐渐加强。由侵蚀
贡献率的变异系数的值可以看出，随着降雨时间的延长坡面侵蚀程度越剧烈，同时也表明
在此阶段的降雨历时下，坡面侵蚀没有达到稳定状态，，侵蚀最严重的区域为坡面的中下
部，坡面 1～4m 区域的侵蚀贡献率达到 69.59%，是泥沙的主要来源区，应在此部位对其
进行下一步的措施调控以减少水土流失。

6.2 展望
（1）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属于半经验公式，与试验土壤粒径、径流量和坡度密切相
关。本文中对于坡面放水冲刷试验土壤粒径单一，径流量设计的范围较少，推导出的坡面
径流挟沙力公式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应继续增加更多不同土壤粒径和放水流量
设计，补充试验，进一步发展完善坡面径流挟沙力公式。
（2）在耦合坡面二维水沙数值模型的验证方面：一方面，对坡沟系统的模拟精度不
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陡坡侵蚀机理的研究，进一步完善水沙数值模型；另一方面，本研
究仅限于室内控制模拟降雨试验，尚缺乏野外实际坡面的验证，今后应做好野外径流小区
的监测工作，收集相关模型需求的资料，继而基于开发的模型对野外实际坡面进行模拟验
证，增强模拟的实用性。
（3）进一步利用数值模型模拟的优势，下一步将对坡面侵蚀动力过程、侵蚀地貌和
水深的时空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的剖析；进一步揭示降雨溅蚀和坡面流侵蚀对侵蚀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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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Tian, Li Peng, Liu Ying, Hou Jingming, Li Zhanbin, Ren Zongping, Cheng
Shengdong, Zhao Jiaheng, Reinhard Hinkelman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freeze-thaw meltwater compound erosion and runoff energy consumption on loessal
slopes[J]. Catena, 2020, 185:104310. (SCI 一区 TOP , IF= 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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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xia, Su Yuanyi. The effects of freeze–thaw process on soil water migration in da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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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 Jingming, Wang Tian, Li Peng, Li Zhanbin, Zhang Xia, Zhao Jiaheng, Reinhard
Hinkelmann. An implicit friction source term treatment for overland flow simulation using
shallow water flow model. Journal of Hydrology[J], 2018, 564: 357-366. (SCI 一区 TOP,
IF= 3.727)

4.

Wang Tian, Li Peng, Li Zhanbin, Hou Jingming, Ren Zongping, Cheng Shengdong, Xu
Guoce, Su Yuanyi, Wang Feichao. Response of the Meltwater Erosion to Runoff Energy
Consumption on Loessal Slopes[J]. Water, 2018, 10, 1522. (SCI 三区, IF= 2.069)

5.

Wang Tian, Li Peng, Ren Zongping, Xu Guoce, Li Zhanbin, Yang Yuanyuan, Tang
Shanshan, Yao Jingwei. Effects of freeze-thaw on soil erosion processes and sediment
selectivity under simulated rainfall[J]. Journal of Arid Land, 2017, 9(2):234-243. (SCI 三
区, IF= 1.796)

6.

Wang Tian, Xu Guoce, Li Peng, Ren Zongping, Li Zhanbin, Lu Kexin, Su Yuanyi, Wang
Feichao.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stability of soil water content during
monsoon season in forested slopes on the Loess Plateau, China[J]. Taiwan Water
Conservancy. (EI, Accepted)

7.

Wang Tian, Hou Jingming, Li Peng, Zhao Jiaheng, Ilhan Ӧzgen, Reinhard Hinkelmann. A
Proposed Implicit Friction Source Term Treatment for Simulating Overland Flow[P]. HIC
2018.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ydroinformatics, 2018, 3:2285-2292.

8.

王添,任宗萍,李鹏,张辉,苏远逸,支再兴,马田田,孙倩.模拟降雨条件下坡度与地表糙度
对径流产沙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2016,30(06):1-6.

9.

Wang Tian, Hou Jingming, Li Peng, Zhao Jiaheng, Li Zhanbin, Elena Matta, Ma Liping,
Reinhard Hinkelman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heck dams impacts on flood
characteristics in a small catchment on the Loess Plateau, China[J]. Hydrological Processes
(Under review)

10. Zhao Jiaheng, Özgen-Xian Ilhan, Liang Dongfang, Wang Tian, Hinkelmann Reinhar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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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multislope MUSCL scheme for solving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on unstructured
grids[J]. Computers &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 2018, 77(2):576-596.
11. Zhao Jiaheng, Özgen-Xian Ilhan, Liang Dongfang, Wang Tian, Hinkelmann Reinhard. A
depth-averaged non-cohesive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 with improved discretization of
flux and source terms[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9, 570:647-665.
12. Cheng Yuting, Li Peng, Xu Guoce, Li Zhanbin, Wang Tian, Cheng Shengdong, Zhang Hui,
Ma Tiantian. The effect of soil water content and erodibility on losses of availabl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simulated freeze-thaw conditions[J]. CATENA, 2018, 166:21-33.
13. Liu Yu, Yu Kunxia, Li Peng, Li Zhanbin, Zhang Xiaoming, Wang Ti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Sediment Transpor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ed on the Elastic Coefficient Method[J]. Taiwan Water Conservancy, 2019, 67(1): 1-9.
二、在校学习期间所授权的专利
1. 王 添 , 李鹏 , 李占斌 , 等 . 一种智能多功能人工模拟降雨系统 [P]. 发明专利 , ZL
201710524790.7, 2018-7-27.
2. 李鹏, 王添, 李占斌, 等. 一种便于安装的全自动一体化硬度在线监测仪器[P]. 发明专
利, ZL201510386138.4, 2018-01-19.
3. 李鹏, 王添, 段金晓, 等. 一种旋转型可移动式径流泥沙收集装置[P]. 发明专利，
ZL201611011342.9，2017-12-19.
4. 李 占 斌 ， 王 添 ， 李 鹏 ， 等 . 可 自 动 补 水 的 常 水 头 饱 和 渗 透 仪 [P]. 发 明 专 利 ，
ZL201510148111.1，2017-07-28.
5. 王添，李鹏，李占斌，等. 一种土壤溶质萃取装置[P]. 实用新型专利，ZL201620459690.1，
2016-12-07.
三、主持及参加科研项目情况
1. 主持西安理工大学博士创新基金项目“黄土丘陵区坝系流域侵蚀动力过程演变与模拟”
（310-252071711）
2.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黄土高原生态建设的生态-水文过程响应机理研究”
（41330858）
3. 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沟道工程对流域水沙变化影响及其贡献率”
（2016YFC0402404）
四、获奖情况
1.

王添. 2019 年度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教育部，2019 年 10 月

2.

王添. 2018 年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西安理工大学，2018 年 10 月

3.

王添. HydroEurope 2018 年“Flood Risks Management and Resilience in Europe”培训结
业证书，2018 年 2 月

4.

王添. 2017 年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西安理工大学，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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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添. 2017 年度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24 个月奖学金，国家留学基金
委，2017 年 5 月

6.

王添. 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基于物理过程的流域水-沙-养分输移动力机
制与调控”，第 7 完成人，2017 年 4 月

7.

王添. 2016 年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西安理工大学，2016 年 10 月

五、参加会议情况
1.

王添. 参加第 13 届国际水信息大会（HIC 2018），意大利巴勒莫，2018，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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