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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紫色土坡耕地胶体颗粒随地表径流及裂隙潜流迁移规律
鲜青松 1,2，唐翔宇 1

※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成都 61004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 要：为查明薄层紫色土坡耕地土-岩二元结构中胶体颗粒随地表径流和泥岩裂隙潜流迁移的规律，在 2015 年 3 场自
然降雨事件中对 1 500 m2 大型坡耕地径流场进行监测研究。结果表明：1）地表径流的产流方式主要受土壤前期水饱和度、
降雨强度和历时影响；裂隙潜流则主要受降雨量控制，其峰值流量对降雨的响应滞后于地表径流 30 min 左右；坡中部和
坡下部对地表径流、裂隙潜流的贡献明显高于坡上部。2）地表径流中胶体颗粒质量浓度数十倍于裂隙潜流，最高可达
4 827 mg/L，单场降雨事件中地表径流胶体迁移总量可超过 7 kg。3）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中胶体迁移速度快于径流，胶
体质量浓度峰值的出现早于径流量峰值；地表径流中的胶体颗粒质量浓度主要受土壤水饱和度和径流过程控制。该研究
结果对于估算农田中胶体结合态污染物的迁移通量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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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胶体颗粒是因侵蚀迁移的流失泥沙中直径在 10 μm
以下的悬浮细颗粒，性质稳定，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和
丰富的吸附位点，可作为载体携带农化物质（如磷肥、
农药）及其他污染物（如畜禽养殖业排放的抗生素），
一方面，通过地表径流或亚表层优先通道（土壤大孔隙、
泥岩裂隙）在裸露的自然剖面及沟、河两岸侧渗出流，
快速地进入沟、渠、塘、库和河流；另一方面，也会以
裂隙潜流的形式向下迁移，进入地下水，对水体环境及
其生态造成有害影响[1-4]。国内外科学家主要通过室内土
柱模拟试验和地块尺度的原位监测，来探讨胶体颗粒在
不同多孔介质中的迁移机理及影响因素[5-9]。研究发现：
胶体颗粒的基本理化性质（粒径、密度、携带电荷）[8]、
径流水化学条件（pH 值、离子强度、有机质含量）和径
流通道条件（地表植被、地下孔隙分布及其连通性）等
都会对胶体颗粒在水土环境中的迁移产生影响[10-15]。此
外，地表径流（超渗产流、蓄满产流、侧渗出流）和裂
隙潜流（优先流、基质流）等不同产流方式下的水动力
条件和水文路径的差异对胶体颗粒的迁移起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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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相比于土壤基质性孔隙，胶体颗粒在虫孔、植
物根孔、岩石裂隙等大孔隙中的堵塞、滤除作用微乎其
微。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大孔隙构成的网络成为胶体迁移
的主要通道[7,16-17]。但由于野外土壤、母岩的高度空间异
质性和复杂性、水文边界条件的不确定性和定位观测所
需投入较高，目前对于径流过程和胶体颗粒迁移的同步
野外监测研究报导相对较少。
长江上游紫色土低山丘陵区土层较薄，为新成土，抗
侵蚀能力弱，颗粒分散性强，是胶体颗粒潜在的贡献源，
而胶体颗粒携带水体中污染物迁移的能力不容小视[18-19]。当
地降雨多集中在夏季且主要为暴雨，土壤干湿交替频繁，
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过程复杂多变，影响胶体颗粒的迁
移。本文通过对紫色土坡耕地地表径流和泥岩裂隙潜流
水文过程及自然胶体迁移规律的同步观测研究，明确地
块尺度下径流和胶体迁移过程对降雨的响应规律，为建
立胶体颗粒的释放和迁移模型提供完整的机理认识和数
据支持。研究结果可用于农田中化肥和农药等的胶体结
合态迁移通量的估算，为胶体级细泥沙主要贡献源的针
对性治理和拦蓄截留提供重要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设在位于四川盆地中北部盐亭县林山乡截流
村的中国科学院盐亭紫色土农业生态试验站内（31°16′N,
105°27′E）。该地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年均气温 17.3 ℃，多年平均的年降雨量为 826 mm，雨季
（5－9 月）降雨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65.5%～85.0%[20]。本
研究选用一个独立于周边水文的大型坡耕地径流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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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 500 m2（50 m×30 m），平均坡度 6°，剖面自上向下
依次为浅薄的紫色土层、含丰富裂隙的泥岩层以及不透
水的砂岩层，径流场内土层厚度由坡上部的约 25 cm 向
坡下部逐渐增至约 60 cm 左右，下伏泥岩层的厚度约
210～480 cm。径流场四周自砂岩层向上建有水泥隔墙，
以确保降雨为唯一的外来水源（图 1）。径流场采用夏玉
米-冬小麦的轮作方式，在作物换季时使用旋耕机进行翻
耕，耕作深度约为 15 cm。
1.2 研究方法
径流场观测设施的基本设置如图 1 所示。在径流场
坡下端修建了地表径流、侧向壤中流（土壤-泥岩界面上
方心土层底层的水平向出流）和裂隙潜流（泥岩-砂岩界
面上方的水平向出流）收集槽（后两者侧渗出流进入汇
流槽反滤层，采用已授权发明专利“薄层坡地壤中流测
定系统”[21]），使用自计翻斗计测定相应的径流量。在
坡上部、坡中部和坡下部的耕作层与非耕作层中共安装
有 6 个水势计（T4e，UMS 公司，德国），依据土层厚
度，坡上部的安装深度分别为 15 和 25 cm，坡中部和坡
下部的安装深度分别为 15 和 45 cm。2 个深度分别代表
耕作层和接近土岩界面的心土层底层。采用水势计的测
定结果表征土壤的水饱和度（若土壤水势≥0 cm，则说
明土壤已达到水饱和），以查明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的
产流方式以及对产流起贡献的坡位区域。在径流场外侧
的坡中上部安装有自计雨量计测定降雨量，时间间隔为
15 min。2012－2014 年该大型径流场的雨季产流监测结果
表明：在泥岩层较深厚的坡耕地中侧向壤中流极少发生
（2012 年和 2014 年未发生；2013 年仅发生 1 次），裂隙潜
流是主要的产流方式，但所携带的胶体颗粒质量浓度相对
较低[22-23]；在 2014 年对同区域一个 24 m2 小型径流场的监
测发现，尽管地表径流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但胶体颗粒质
量浓度明显高于裂隙潜流，其贡献度不容小视[23]。因此，
本文在 2015 年 6－9 月重点研究强降雨条件下胶体颗粒随
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的迁移对降雨的同步响应规律。

图 1 1 500 m2 大型坡耕地径流场监测系统及剖面示意图[21]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field monitoring system in 1 500 m2
sloping farmland plot and representative profile

由于地表径流仅在降雨过程中可能发生，故在每场
降雨事件前仅采集裂隙潜流基流水样，作为背景径流样
品，无雨期每隔 2～3 d 采一次。降雨开始后，视降雨强
度和土壤前期水饱和度（由水势值的高低来判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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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30 min 的时间间隔进行裂隙潜流的采样；在随后开始
的涨水阶段，采样间隔为 15 min；在退水阶段（降雨事
件基本结束），采样间隔为 30 或 60 min，直至流量降至
基本稳定的水平。对于地表径流，由于其历时较短，从
产流开始直至产流结束，采样间隔均为 15 min；在降雨
强度变化明显时，采样间隔缩短至 5 min。所有水样保存
在玻璃瓶中，以减少容器内壁对胶体颗粒的吸附。
在采样结束后的 24 h 内分析水样的 pH 值、电导率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EC）、胶体颗粒质量浓度、颗粒
粒径分布（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PSD）。其中 pH 和
EC 用复合型 pH 计(SensIon+MM150，美国)测定。颗粒
粒径分布使用激光粒度仪（LA950，Horiba，日本）测定，
并借助附带软件的数据处理功能，得到颗粒体积百分比
例累积达 50%时对应的颗粒粒径（颗粒中径）。通过收
集径流场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流失泥沙颗粒，按沉降法
提取其中粒径<10 μm 的细颗粒（胶体颗粒），烘干后配
制不同浓度的胶体颗粒标准样品，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Tu-1810，中国）在波长 400 nm 处进行测定，建
立线性的胶体颗粒标准曲线。对本研究中采集到的地表
径流和裂隙潜流水样同样按照沉降法取其粒径<10 μm 的
上部水样进行测定计算，即可得径流水样中粒径在 10 μm
以下的胶体颗粒质量浓度。水样经 0.22 μm 滤膜过滤后，
用离子色谱（ICS-900，Dionex，美国）分析 Ca2+浓度。

2

结果分析

2.1 径流对降雨的响应
本文选取了 2015 年玉米生长期间同时观测到地表径
流和裂隙潜流的 3 场典型降雨事件，研究紫色土坡耕地
径流与胶体颗粒迁移对降雨的响应规律。降雨事件的基
本特征列于表 1，而各指标在降雨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如图
2－4 所示。
2015 年 6 月 29 日降雨事件前 3 d 的总降雨量达
64.6 mm，坡上部 25 cm 深度处水势最低（−40 cm），土
壤较湿润，裂隙潜流基流量接近 240 L/h。降雨开始后，
地表径流迅速进入产流涨水阶段(07:30 开始，图 2b 中所
示地表产流阶段 1)，此时坡上、中、下部各层土壤水势
均未达到饱和（<0 cm），为超渗产流。在达到第一个峰
值雨强（07:45；27.2 mm/h）15 min 后，除坡上部深层、
坡中部表层外，其余坡位和深度的土壤均达到饱和状态，
坡下部产流方式转变为蓄满产流，且为地表径流的主要
产流贡献区，流量上升至第一个极值（3 920 L/h）；而坡
上部超渗产流形成的地表径流在坡中部发生下渗，裂隙
潜流量持续增加。随后，地表径流量与第 2 个峰值雨强
（08:45；22.4 mm/h）同步达到最大值（4 360 L/h）。此
后，雨强骤降，进入地表径流退水期（阶段 2），坡上部
表层土壤水势迅速降至近饱和，而坡中部表层和深层土
壤水势反而出现一定上升，呈饱和状态，坡下部表层与
深层土壤水势不变，仍处于饱和状态，该阶段的地表径
流迅速降低直至最终停止产流；但裂隙潜流流量仍然持
续增加，在第 2 个雨强极值发生 0.5 h 后（09:15），裂隙
潜流量达到最大值（1 720 L/h），而后缓慢下降，进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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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阶段（图 2b）。由此可以推断，在前期土壤饱和的情
况下，在裂隙潜流的涨水阶段雨水主要通过地表径流迁
移，而在其退水阶段则以裂隙潜流为主要产流类型。
表 1 2015 年 3 场降雨事件的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rainfall events in 2015
日期
Date
2015-06-29

PP/mm PD/days

降雨量
降雨历时
最大雨强
Rainfall
Rainfall Maximum rainfall
amount/mm duration/h intensity/(mm·h-1)
27.4
1.5
27.2

64.6

0

2015-08-16

0

7

110.8

26.5

19.2

2015-09-9

9.4

0

49

8

20

注：PP 为前期降雨量；PD 为前期干旱天数。
Note: PP is preceding precipitation (3 d); PD is preceding dry day.

8 月 16 日降雨前，土壤经历了 7 d 的长时间干旱，
其最大雨强仅为 19.2 mm/h，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对降雨
响应缓慢，在降雨开始将近 20 h（8 月 17 日 17:15；降雨
量累计达 74 mm）后，才监测到地表径流的发生（进入
图 3b 中的地表径流阶段 1）和裂隙潜流量的明显上升（缓
慢涨水始于 8 月 17 日 13:30）。随降雨继续进行，裂隙
潜流量迅速上升至峰值（8 月 17 日 21:00；7 352 L/h），
之后，随雨强减小先陡后缓降低至基流水平，裂隙潜流
是该场降雨事件的主导水文过程；就地表径流而言，相
较于 6 月 29 日降雨事件，其流量上升较缓，最大值仅为
1 128 L/h（8 月 17 日 20:30）。在 8 月 16 日降雨事件中，
地表径流表现为蓄满产流，在涨水阶段开始时仅坡下部
的表层和深层土壤达到饱和，是产流的主要贡献区；随
着降雨持续，所有坡位和土层均达到饱和，表明整个坡
面都对地表产流有贡献。

图3

图2
Fig.2

径流和胶体颗粒迁移对 2015 年 6 月 29 日
降雨事件的响应动态
Dynamics of flow processes and colloid transport for rain
event on June 2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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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径流和胶体颗粒迁移对 2015 年 8 月 16 日
降雨事件的响应动态
Dynamics of flow processes and colloid transport for rain
event on August 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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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径流和胶体颗粒迁移对 2015 年 9 月 9 日
降雨事件的响应动态
Fig.4 Dynamics of flow processes and colloid transport for rain
event on September 9, 2015

与 6 月 29 日降雨事件相似，9 月 9 日降雨前土壤层
较湿润，水势均高于−40 cm，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对降
雨响应迅速，均不到 2 h（图 4b 中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
阶段 1）。产流开始时（对应最大雨强 20 mm/h），整个
坡面表层和深层土壤均未饱和，地表径流为超渗产流；
随降雨进行，坡下部表层和深层土壤达到饱和状态，成
为产流的主要贡献区，地表径流量达到第一个峰值，与
此同时，裂隙潜流量增长速度加快；对应第二个峰值雨
强（13 mm/h），坡中部土壤也达到饱和状态，地表径流
表现为蓄满产流，贡献区由坡下部扩展至坡中部，地表
径流和裂隙潜流分别达到峰值流量 536 和 2 544 L/h；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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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第 3 个峰值雨强（9.6 mm/h），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的
流 量 达 到 整 场 降 雨 事 件 的 最 大 值 ， 分 别 为 972 和
3 200 L/h。最后，随降雨停止，地表径流迅速停止，裂隙
潜流量则缓慢下降。坡上部表层土壤在整个降雨事件中
未达到饱和，因而对地表径流产生未做贡献。
综上，在前期土壤水饱和度较高（即含水量较高）
的情况下，紫色土坡耕地地表径流在降雨初期表现为超
渗产流，随着降雨进程的继续，产流方式转变为蓄满产
流。在土壤前期干旱和最大雨强相对不高的降雨事件
（如：8 月 16 日）中地表径流以蓄满产流为主导产流方式。
地表径流对降雨的响应时间主要受前期土壤水饱和度的
控制，峰值流量则主要受降雨强度控制，其地表水文路
径的连通性和水动力条件优于地下裂隙网络，对雨强变
化的响应速度更快，大多呈现出陡升陡降的变化趋势。
裂隙潜流为通过裂隙网络连通的优先流，其峰值流量和
退水快慢主要受降雨量控制。由图 2～图 4 也发现：地表
径流和裂隙潜流的电导率和 Ca2+浓度都随流量增加而下
降，随流量下降而上升；裂隙潜流的电导率和 Ca2+浓度均
高于地表径流；考虑到石灰性紫色土中 CaCO3 的平均含量
达 70 g/kg[24]，因此裂隙潜流中较高的 Ca2+浓度可能与石灰
性紫色土和泥岩层中钙盐在降雨事件中的溶出和含盐分
较高的土壤前期孔隙水对裂隙潜流的贡献有关[25]。
2.2 胶体颗粒迁移对降雨的响应
如图 2－4 所示，在 3 场降雨事件中，地表径流和裂
隙潜流中胶体颗粒质量浓度对降雨的响应动态与产流响
应基本一致，随降雨强度同步升降。胶体颗粒质量浓度
峰值的出现早于径流量峰值，几乎与降雨强度峰值同时
出现，说明胶体颗粒的迁移速度要比水流快[26]。原因在
于：受胶体颗粒自身理化性质作用（带丰富表面负电荷
的悬浮细颗粒），其主要富集在地表径流上部和裂隙潜
流孔隙中部流速较高区域，不易被多孔介质表面截获、
吸附或发生形变阻塞[16]。这表明在降雨-产流初期，胶体
颗粒会发生高通量快速优先迁移。
6 月 29 日和 9 月 9 日降雨前（图 2，4），土壤水饱
和度较高（由较高的水势值可知），其水分散性较好，
可释放的胶体颗粒较丰富；降雨开始后，迅速产流，携
带大量的胶体颗粒快速迁移。2 场降雨地表径流的第一个
胶体质量浓度峰值（也是最大质量浓度值，依次为 4 827
和 914 mg/L）均发生于其超渗产流阶段，胶体颗粒主要
为来源于地表的细颗粒；随土壤逐渐饱和，地表径流产
流方式以蓄满产流为主，近表层土壤孔隙胶体颗粒通过
地表径流迁移。2 场降雨裂隙潜流中胶体颗粒在所有坡位
和土层均接近饱和状态时增至其浓度峰值，然后下降（其
中 6 月 29 日降雨还未停止）。由此可推断：随土层饱和
深度和坡位的扩展，参与裂隙潜流贡献的孔隙网络增大，
释放、迁移的胶体质量浓度上升。相比之下，8 月 16 日
降雨事件地表径流（产流方式为蓄满产流）中胶体颗粒
质量浓度峰值不到 6 月 29 日降雨事件中的 1/60，裂隙潜
流中胶体质量浓度未见明显差异。因此，土壤前期水饱
和度和降雨事件中的水动力条件（径流过程）是紫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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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耕地地表径流中胶体产生和迁移的 2 个主要控制因子，
在裂隙潜流中则主要受降雨量时间分布的控制（决定土
壤达到水饱和的速度）。
本研究中 3 场降雨事件的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的径
流深、产流系数和胶体迁移总量列于表 2，显示了胶体迁
移总量对降雨的响应关系。6 月 29 日降雨事件以地表径
流为主导水文过程，其中胶体颗粒质量浓度最大（图 2b），
携带迁移的胶体总量（7 177 g）最大；但因降雨历时最
短、降雨量最少，因而相应的裂隙潜流深（1.87 mm）、
产流系数（0.07）及其胶体迁移量（129 g）最小。8 月
16 日降雨事件以裂隙潜流为主导水文过程（裂隙潜流深
为 34.56 mm，最大），地表径流系数（0.01）和胶体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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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总量（85 g）最小。9 月 9 日降雨的各特征值和产流、
产胶指标居中，以裂隙潜流为主导水文过程（地表径流
深不到裂隙潜流深的 1/9），但随地表径流携带迁移的胶
体颗粒质量浓度仍数十倍于裂隙潜流中（图 4b），导致
其携带迁移的胶体总量（628.51 g）明显大于裂隙潜流
（546.12 g），由此说明暴雨事件中地表径流驱动胶体
迁移的能力明显强于裂隙潜流，在室内模拟降雨试验中
也得到了类似结论 [27] 。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携带迁移
的胶体总量受土壤前期水饱和度和降雨特征控制。前期
土壤较湿润、降雨强度大时，地表径流为胶体迁移的主
导驱动力；反之，则可能由裂隙潜流主导胶体迁移（如：
8 月 16 日降雨事件）。

表 2 2015 年三场降雨事件的径流深及胶体迁移总量
Table 2 Depths of surface runoff and fracture flow and associated cumulative colloid discharges for three investigated rain events in 2015
日期
Date

地表径流深
地表径流系数
Depth of surface
Surface runoff coefficient
runoff/mm

裂隙潜流深
Fracture flow
depth/mm

裂隙潜流系数
Fracture flow
coefficient

随地表径流的胶体迁移总量 随裂隙潜流的胶体迁移总量
Cumulative colloid discharge in Cumulative colloid discharge
surface runoff/g
in fracture flow/g

2015-06-29

3.10

0.11

1.87

0.07

7177.26

129.01

2015-08-16

1.28

0.01

34.56

0.31

84.55

NA

2015-09-09

1.08

0.02

9.81

0.20

628.51

546.12

注：地表径流系数和裂隙潜流系数为其对应径流深与降雨量的比值；8 月 16 日降雨事件中，裂隙潜流样品有缺失，无法计算随裂隙潜流的累积胶体迁移量。
Note: Surface runoff coefficient and fracture flow coefficient were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flow depths by rain amount. NA means not applicable because the missing
of fracture flow samples for rain event on August 16.

本文选取 2015 年 6 月 29 日和 9 月 9 日这 2 场降雨
事件的涨水初期、胶体质量浓度峰值期和退水末期的代
表性水样，分析粒径分布特征（图 5），表征其颗粒中径
（表 3）。在 6 月 29 日降雨事件中，地表径流中颗粒中径
在 9.52～14.46 μm 范围内，以<20 μm 细颗粒为主；裂隙
潜流在涨水初期和退水末期，粒径分布范围较宽，呈多
峰型分布，主要在 5～200 μm 范围内，在胶体质量浓度
峰值期的粒径分布范围则较窄，呈单峰型分布，以 5～50
μm 粒径的颗粒为主。9 月 9 日降雨事件的地表径流量较
小，颗粒粒径分布范围较宽，中径在 17.99～25.23 μm 之
间为主；裂隙潜流在涨水初期主要以粒径 10 μm 以下的
胶体颗粒为主，在胶体质量浓度峰值期和退水末期以 5～
200 μm 粒径的颗粒为主，仅在退水末期粒径呈双峰型分
布。相比于 9 月 9 日降雨事件，6 月 29 日降雨事件中的
地表径流量大（峰值流量约为 9 月 9 日降雨事件中的 5
倍），在涨水段，地表径流的冲刷和剪切（与径流流量
有关）等作用较强，导致颗粒更易分散，<20 μm 的微细
颗粒所占比例明显更高。如图 5 所示，在径流各阶段，6
月 29 日和 9 月 9 日两场降雨事件地表径流中颗粒粒径分
布特征基本一致，而在裂隙潜流中则出现明显差异，这
可能与裂隙（裂隙宽大，允许较大粒径颗粒通过[16]）潜
流对径流的贡献比例不同有关。6 月 29 日降雨裂隙潜流
涨水初期颗粒中径最大（54.32 μm），9 月 9 日降雨则相
反（5.83 μm）；2 场降雨在退水末期的颗粒中径均大于
胶体质量浓度峰值期（表 3）。据此可推测，6 月 29 日
降雨裂隙潜流涨水初期大裂隙中发生有水—气界面存在
的优先流，可携带较大粒径颗粒由地表随径流下渗、迁
移排出。值得说明的是，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中 Ca2+浓

度均高于紫色土和泥岩颗粒的临界团聚浓度（分别为
24 和 16 mg/L）[25,28]，会压缩胶体之间的双电层，促进
胶体颗粒的絮凝作用，形成较大的絮凝体。这一现象
在较小的降雨事件（6 月 29 日和 9 月 9 日）的裂隙潜
流退水末期表现尤为突出，粒径呈明显的双峰或多峰
型分布。

图5

2015 年两场降雨事件中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代表性样品
颗粒粒径分布
Fig.5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s of representative surface runoff
and fracture flow samples for two investigated rain events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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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 年 2 场降雨事件中代表性水样的颗粒粒径特征
Table 3 Particle size of representative flow samples for two rain
events in 2015

阶段
Periods

涨水初期
Early rising limb of
hydrograph
胶体质量浓度峰值期
Colloid concentration peak
退水末期
Late falling limb of
hydrography

颗粒中径
Median particle diameter /μm
9 月 9 日降雨事件
6 月 29 日降雨事件
Rain event on
Rain event on June 29
September 9
地表径流 裂隙潜流 地表径流 裂隙潜流
Surface
Fracture
Surface
Fracture
runoff
flow
runoff
flow
11.10

54.32

21.17

5.83

9.52

13.50

17.99

17.34

14.46

34.12

25.23

26.81

综上，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中胶体颗粒迁移对降雨
的响应规律因释放、运移路径（径流过程）与截留机制
的不同，故而在响应时间、强度、迁移总量和粒径分布
特征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3

讨

论

本文对比研究分析了紫色土坡耕地地表径流和裂隙
潜流过程及其携带迁移的胶体颗粒对降雨的响应特征及
主要影响因子。
地表径流的发生需要合适的前期土壤含水量和降雨
条件（包括降雨量、降雨强度、雨量的时间分布等），
裂隙潜流则只要土壤具有足够的含水量（即一定的水饱
和度），在中、小降雨事件下就能产流并在降雨事件间
隙也能稳定出流。降雨开始后，前期土壤越湿润，降雨
强度越大，地表径流量越大，其水动力越大，对近地表
土壤的冲刷裹挟能力就越强，携带的胶体颗粒质量浓度
在产流初期也就越高，而后快速下降至相对稳定的水平，
而径流量仍持续上升（图 2，4）。这与近地表土壤中累
积的易分散迁移胶体颗粒迅速被径流携带迁移而在短时
间内基本消耗殆尽有关。已有学者通过室内土槽模拟降
雨试验研究饱和条件下地表径流（产流方式为蓄满产流）
中离子浓度、土壤颗粒尺寸、流速和植被等对胶体迁移
的影响[29]；但对非饱和条件下，地表超渗产流中胶体的
迁移没有涉及。6 月 29 日和 9 月 9 日降雨，地表径流中
胶体颗粒质量浓度在超渗产流阶段明显高于蓄满产流，8
月 16 日降雨地表径流（主导产流方式为蓄满产流）胶体
质量浓度远小于另外 2 场降雨事件。因此，推测在本研
究 3 场降雨事件的最大雨强总体不高的情况下地表径流
中胶体的迁移过程分 2 类：超渗产流和蓄满产流。超渗
产流类型主要发生在土壤前期含水量较高的降雨事件初
期，少量雨水冲刷、分散地表丰富的细颗粒，通过地表
径流携带迁移，其流量较小，所携带的胶体质量浓度较
高；蓄满产流类型，主要发生在降雨事件中后期或前期
土壤干旱条件下，土壤逐步饱和至地表，雨水稀释作用
强，导致胶体颗粒质量浓度较低。
研究表明，相较于饱和土壤介质（饱水带）中胶体
颗粒的迁移[30]，包气带（土壤水未饱和）中气-液界面、

2017 年

非均匀流（优先流）和瞬变流、孔隙水化学性质差异等
导致胶体颗粒的吸附、拦截和迁移过程更加复杂[13,31]。3
场降雨裂隙潜流均在土壤层完全接近饱和程度时，胶体
颗粒质量浓度达到峰值。对前期土壤干旱、强降雨条件
下胶体颗粒随裂隙潜流的迁移特征则需在未来做进一步
观测研究。
径流类型决定胶体颗粒贡献来源及其迁移路径，降
雨事件中的胶体迁移也属于侵蚀现象，受水动力学条件
和表层土壤水饱和度、团聚体水稳性、可分散性颗粒等
控制。主要的水力学指标包括流速、流量、雷诺数、径
流剪切力等[32-36]。坡耕地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是三维、
非均匀非恒定的沿程变量流，受降雨量、通道介质表面
等因素影响，变化情况复杂。可简单将坡耕地地表径流
看着薄层层流，在降雨过程中水流紊动扩散强烈，而具
有紊流的一些性质[37]，随降雨强度变大，表层土壤颗粒
的分散与迁移加剧，而径流量的增加又将加强对表层土
壤颗粒的剪切剥离作用；水流表现为滚动式前进的紊流，
将胶体颗粒带至径流表层而发生快速的高浓度迁移。裂
隙潜流在降雨开始前，流速小，表现为层流，水流对裂
隙壁的剪切和摩擦阻力小，对胶体颗粒的剥离作用弱，
胶体质量浓度低；降雨强度增大，流速和流量增加，裂
隙潜流由层流向过渡流、湍流转变，流场中出现小漩涡，
水流作不规则运动，甚至有垂直于裂隙通道方向的分速
度产生，存在相当大的径向动量交换，对通道壁的冲刷
剪切和摩擦阻力增大，胶体颗粒被分散、剥离、迁移，
加之初期非饱和阶段中水-气界面的裹挟作用，裂隙潜流
中胶体质量浓度变大。因此，降雨强度增大，改变地表
径流和裂隙潜流的水动力条件，胶体颗粒的释放和迁移
加强，胶体颗粒质量浓度上升，与 Zhang 等[38]之前对该
区域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夏季暴雨期间，农田地表径流
中高浓度的胶体颗粒及其携带的农化物质和污染物会通
过沟渠河道进行长距离快速迁移。地表径流与裂隙潜流
对水体污染可能产生的贡献都不容忽视。

4

结

论

1）紫色土坡耕地地表径流的产流方式随降雨进程发
生变化，主要受土壤前期水饱和度、降雨强度和历时的
影响，峰值流量决定于雨强；裂隙潜流是通过裂隙网络
连通的优先流，其峰值流量和退水快慢主要受降雨量控
制，峰值流量的出现晚于地表径流。
2）对于地表径流与裂隙潜流，胶体颗粒质量浓度峰
值的出现都早于流量峰值，胶体颗粒迁移速度快于径流，
其浓度变化主要受土壤水饱和度和径流过程（水文路径
及水动力条件）控制。
3）地表径流中的胶体质量浓度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于
裂隙潜流，单场降雨事件中随地表径流和裂隙潜流迁移
的胶体总量最高分别可达 7 177 和 546 g，在前期土壤水
饱和度较高的暴雨事件中更容易通过地表径流以高通量
进行长距离的快速迁移。
4）暴雨事件中，土壤层水饱和速度快，地表径流产
流方式以蓄满产流为主，裂隙潜流以优先流为主；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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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渗产流和裂隙非饱和优先流仅在涨水初期可能对胶体
迁移有明显影响，表现为较高的胶体质量浓度（6 月 29
日地表径流，4 827 mg/L）和较大的颗粒中径（6 月 29
日裂隙潜流，54.32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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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regularity of colloid particle with surface runoff and
fracture flow from sloping farmland in thin purple soil
Xian Qingsong1,2, Tang Xiangyu

1※

(1.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Colloids are defined as suspended fine particles with <10 μm diameter, which are ubiquitously present in subsurface
geologic media. Excessive transport of colloids from terrestrial to aquatic environments may lead to various adverse impacts. It
is important to quantify the export of colloids from agricultural field via surface runoff and subsurface flows as they may act as
carriers of various strongly sorbing contaminants (e.g., radionuclides, heavy metals, pesticides). A field study on the dynamics
of flow processes and associated colloid transport was carried out in a 1 500 m2 sloping (6°) farmland plot with thin purple soil
layer overlying fractured mudrock in the hilly area of central Sichuan Basin, Southwest China. The plot was hydrologically
isolated from the surrounding geologic formations with cement walls inserted into the impermeable sandstone layer for 20 cm
that underlies the mudrock layer. Rain-fed cultivation was practiced under corn-wheat rotation at the study site. There were 6
tensiometers installed at the 3 locations on the upslope (at depths of 15 and 25 cm), mid-slope (at depths of 15 and 45 cm) and
downslope (at depths of 15 and 45 cm) to determine the dynamics of soil water potential. The discharge of surface runoff and
fracture flow was recorded with tipping buckets connected an event data logger. Monitoring results for 3 representative rain
events with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rain amounts, durations and intensities in the summer of 2015 showed that: 1)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surface runoff varied over time as the rainfall proceeded, depending on antecedent soil wetness and
the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f rainfall; the highest depth (3.10 mm) of surface runoff was observed in the event on June 29
having the highest rainfall intensity (27.2 mm/h) and the greatest preceding rainfall of 64.6 mm. 2) Rain amount governed the
dynamics of fracture flow. Moreover, due to the apparently better connectivity of transport pathways and hydrodynamic
condition, surface runoff showed quicker response to rainfall and earlier discharge peak as compared to fracture flow. 3)
Contributions of the mid-slope and downslope to surface runoff as well as fracture flow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pslope. 4) The dynamics of colloid concentration responded faster to rainfall than both surface runoff and fracture flow
despite th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ransport pathway, retaining mechanism and discharge; colloid concentration peak of fracture
flow appeared later than that of surface runoff. 5) Colloid concentration in surface runoff was controlled by soil water
saturation and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showed a more distinct trend of quick rising and falling as compared to fracture
flow. During storm events, surface runoff was much stronger than fracture flow in transporting colloids, as indicated by
markedly higher colloid concentration and cumulative colloid discharge observed in surface runoff. For example, during the
rain event on June 29 in which surface runoff dominated, and the maximum concentration and cumulative discharge of colloids
in surface runoff (4 827 mg/L and 7 177 g, respectively) were both more than 30 times of those in fracture flow (146 mg/L and
129 g, respectively). In the rain event on September 9, which was dominated by fracture flow (the flow depth of surface runoff
and fracture flow was 1.08 and 9.81 mm, respectively), the cumulative colloid discharge in surface runoff (628.51 g) was still
higher than that in fracture flow (546.12 g). Given the potential of facilitating the rapid transport of nutrients (e.g., phosphorus
in particular) and pesticides over a long distance for colloid, our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accurately predicting
their export fluxes from farmland.
Keywords: soils; runoff; colloids; purple soil; sloping farmland; fracture f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