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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辽宁省坡耕地水土保持措施的
空间配置研究

陈"亮
!新民市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处" 辽宁 新民"!!&$&&$

!摘"要""本文分析了辽宁省坡耕地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坡耕地的侵蚀程度受坡度影响较大"从耕作&工程&水

保林草方面研究了坡度对水土保持措施的影响"提出坡度大小对水土保持措施选择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于不大

于 'V的平地及浅丘地应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水平梯田&植物篱等水保措施作为辅助措施#对于缓&中坡坡耕地"建

议修建水平梯田"种植作物为辅#对于陡坡坡耕地"建议只采用植物篱#对于 #'V以上的坡耕地必须停止耕地"应植

树&植草%

!关键词""坡耕地#水土保持#空间配置#不同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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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土流失是制约全球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受到

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关注+ 我国的水土流失情况尤

为突出"作为我国六大水力侵蚀地区之一的北方土石

山区"因其地理位置和土壤条件的特殊性"潜在侵蚀危

险最为严重"已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我国坡耕地面

积约 ()$M%O' 万 5F

#

"占全国耕地资源的 !P$"坡耕地

是旱区山坡表面不平整的耕地"由于土质松散"雨水冲

刷严重"导致土壤肥力降低"农作物产量不高+ 人们对

坡耕地的无限度开垦"忽视保护土地资源是导致坡耕

地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本文通过分析辽宁省坡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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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坡度大小对水土保持措施

选择的影响"得出了平地&中坡地&陡坡地&较陡坡地水

保措施的空间配置+

#&辽宁省坡耕地治理存在的问题

辽宁省处于北方土石山区内"坡耕地面积达到

!$#%M$ 万 5F

#

"其中"西北部山区坡耕地面积较大"中

部平原&东部山区坡耕地相对较少+ 坡耕地治理存在

以下问题!

!缺少稳定的水保措施投入"坡耕地治理工

作开展困难$

"取消义务工后"部分群众对自愿投入水

土保持工作积极性低"组织群众参与水保工作难度大$

$建设标准低"蓄水池&排水沟等配套工程落后"质量

低$

%部分早期梯田损毁严重"治理困难$

&地方相关

部门对监督工作重视度不高+

,&坡度对水土保持措施的作用

辽宁省坡耕地面积及比例组成见表 !+ 坡度大小

是制约雨水&地表径流冲蚀能力的重要因素"影响坡耕

地的侵蚀程度+ 根据众多测量资料分析表明"一定条

件下"坡耕地的坡度越大"土壤侵蚀越严重+ 因而"水

土保持措施的关键在于减少坡度对水力侵蚀的影响+

目前"主要从耕作&工程&水保林草方面对坡耕地采取

水土保持措施"而坡度对措施的选择起重要影响作用+

表 $& 辽 宁 省 坡 耕 地 面 积 及 比 例 组 成

坡"度 面积P5F

# 占坡耕地总面积百分比PN

'Vf!'V W(%!) M&%W(

!'Vf#'V #$%W !O%&!

#'V以上 !(%)M !!%&'

$%!"坡度在耕作方面的影响

国际上针对小区域的地形进行调整#如横坡耕作&

等高线种植&垄作区田等%&增加地面种植的作物种类

及面积#如等高带状间作&轮作砂田等%&改变土壤物

理性状采用的少耕#或免耕%等对坡耕地耕作方面常

采用的措施+ 但是由数据表明"坡度与耕作方面采用

的储水拦沙作用成反相关"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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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坡度与能量削减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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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降雨强度与能量削减率的关系

图 ! 是降雨强度 !%&FFPF>9 不变时"坡度与能量

削减率的关系"坡度越大"削减率越小"其中在坡度为

!'V时能量削减最大"因此坡耕地的坡度采用 !'V时"水

土流失程度最轻+ 图 # 是耕地坡度为 !&V时"降雨强度

同地表水能量削减率的关系"削减率随降雨强度的增

加而降低"从 !%'FFPF>9开始作用明显+

$%#"坡度在工程方面的作用

在工程措施方面"我国主要修建梯田&水平沟&水平

阶等+ 水平沟和水平阶主要用来拦截流水&泥沙沉积&

改善环境+ 0水土保持法1中规定'禁止在 #'V以上坡面

种植作物("水平沟和水平阶较适合此情况+ 梯田分类

及特征见表 #+ 水平梯田的水土保持效果较明显&稳定"

仍是辽宁省坡耕地采用的最主要的工程措施+ 同时"

水平梯田的宽度随坡度的增大而减小"同样"土层越

薄"梯田宽度越小"但是一般宽度不应小于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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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梯 田 分 类 及 特 征

梯田形式 定"义 特"点 适用范围

水平梯田

将坡度&

!'V缓

坡地改成水平

的阶梯式田地

延长地表水留在

坡面的时间"减轻

水土流失程度"拦

沙效果较好

坡 度 &

!'V的

缓坡

坡式梯田

地埂为阶梯状"

地垄呈斜坡状

的旱耕地

节省劳动力"不扰

动土层"水土保持

效果不佳

适宜人少地多&

坡度较缓的丘

陵地区

隔坡梯田

梯田与梯田间

保留一定宽度

山坡植被

修建方便"节省修

筑成本"降水收集

便利

坡度 k!'V的地

多人少& 旱情较

为严重的地区

$%$"坡度在水保林草方面的作用

水保林草措施包括植树造林&种植草坪&封山育林

等水土保持措施+ 其中"农林混交是坡耕地最主要的

一种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植被措施+ 植物篱是指接

近连续的狭窄带状植物群"具有一定密集度"闭合种

植+ 植物篱在坡面的空间配置"可对地表覆盖率&土壤

条件&缓坡设计&减小坡体长度等进行改善"进而减轻

土壤侵蚀程度+ 当坡度小于 #'V时"采用植物篱除了减

少水土流失程度"还增加了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强度"优

化环境+

.&不同坡度水土保持措施的空间配置

(%!"平地# i'V%的水保措施配置

赵廷祥等认为通过保护性耕作措施"能减少 '&N

以上的地表径流"同时降低土壤损失率达 #&N"减少

扬尘风沙$在坡度较小的坡体上采用农耕方式水土保

持效果明显"仅横坡耕作的阻沙效益达 #P$$对于坡度

为 $VfMV的缓坡沿坡体垄作"其径流拦截率达O'N f

!&&N"泥沙拦截率达到 W&N f!&&N"大豆产量比之前

提高 !'N"玉米产量比之前提高 !)N+

水平梯田&植物篱等措施对水土保持起到一定作

用"但对于缓坡耕地"其水土保持效益同耕作方式得到

的水土保持效益差别较小$水平梯田修砌费用高&植物

篱的成本较高还需要常年维护$修筑水平梯田和植物

篱占据部分作物空间"降低了土地使用面积+ 传统耕

作方式投入少&土地利用率较高"且经过长期耕耘"土

地较平整"可降低水土流失程度+ 因而"对于不大于 'V

的平地及浅丘地应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水平梯田&植

物篱等水保措施作为辅助措施+

(%#"缓&中坡坡耕地#'Vf!'V%的水保措施配置

通常坡度越大"传统耕作方式的水保效果越低"传

统耕作方式更适用于坡度较小的坡耕地"而水平梯田

和植物篱则对 #'V以内无限制+ 只考虑保持土壤方面"

水平梯田和植物篱对 'Vf!'V的坡地具有很好的保持

土壤作用+ 坡度小于 !'V的耕地便于修建梯坎高度不

大于 $F的水平梯田"梯田稳定性好"蒸发量低"耕地

使用率高$水平梯田较平整"水保效果稳定"特别对于

径流的拦截效果显著"拦截率可达 W&N"作物抗旱能

力提高"进而保证了作物的产量$水平梯田也有效缓解

了人多地少的问题+ 植物篱措施投入较低"但其水保

效果有一定的延搁时期"尤其是前期植物篱与作物存

在竞争营养的现象"且植物篱对拦截沙土效果低"不超

过 M&N"不利于作物抗旱+

综上所述"对于辽宁省缓&中坡坡耕地"建议修建

水平梯田"以保证山区人民生活之需"并种植作物为

辅+ 种植一定量的植物篱不仅可以保水&保土&保肥"

还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陡坡地#!'Vf#'V%的水保措施配置

陡坡地修建梯田面临较大挑战"梯田地埂高不低

于 $F"坡面石多土少"稳定性较差"易坍塌$陡坡上修

建梯田土壤损失率约 !P!& f!P$"坡度越高"损失率越

高"增大土地资源压力$此外"陡坡坡耕地修建水平梯

田成本较高"不经济+ 相比较而言"植物篱方式适合于

除不适宜种植作物的坡度"且在采取该方式后 ( 年左

右"水保效果突出+ 同时"由于横坡植物篱阻拦了部分

流失土壤"减小陡度"提高土壤有机元素含量+

因此"对于辽宁省陡坡坡耕地"建议种植生命力

强&可为农民带来额外经济收入的植物篱"如紫穗槐"

并且确定合理的植物篱间距"从而减少水土流失程度+

(%("较陡坡耕地# k#'V%的水保措施配置

参考0水土保持法1"#'V以上的坡耕地必须退耕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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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还草"以减轻水土流失程度+ 退耕还林初期可以修

建鱼鳞坑&水平阶等设施"以拦截泥沙"改善环境+

D&结&语

6%坡度大小是制约雨水&地表径流的冲蚀能力的

重要因素"影响坡耕地的侵蚀程度+ 坡耕地的坡度越

大或降雨强度越大"能量削减率越小"土壤侵蚀越严

重+ 其中"在坡度为 !'V时能量削减率最大"因此坡耕

地的坡度采用 !'V"水土流失程度最轻+ 坡度小于 #'V

时"种植一定量的植物篱不仅可以保水&保土&保肥"还

能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A%针对四个坡度范围分别进行水土保持措施的

空间配置+ 对于不大于 'V的平地及浅丘地应以传统耕

作方式为主"水平梯田&植物篱等水保措施作为辅助措

施$对于缓&中坡坡耕地"建议修建水平梯田"种植作物

为辅$对于陡坡坡耕地"建议种植生命力强&可为农民

带来额外经济收入的植物篱$对于 #'V以上的坡耕地"

必须停止耕地&开垦"应该植树&植草+

"

参考文献

)!*"和继军" 蔡强国" 王学强I北方土石山区坡耕地水土保持

措施的空间有效配置 ) S*I地理研究" #&!& # ) %!

!&!M !̀&#)I

)#*"孙玥I标准化降水指数在辽西地区干旱评价中的运用

)S*I水利规划与设计" #&!)#(%! )( )̀'I

)$*"水建国" 叶元林" 王建红" 等I中国红壤丘陵区水土流失

规律与土壤允许侵蚀量的研究)S*I中国农业科学" #&&$"

$)##%! !MW !̀O$I

)(*"刘立权" 凡胜豪" 宋国献" 等I辽宁省坡耕地现状与防治

对策)S*I中国水土保持" #&!'#(%! !' !̀OI

)'*"谢楠I辽宁省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初

探)S*I水土保持应用技术" #&!(#!%! () (̀MI

))*"辛艳" 王瑄" 邱野" 等I辽宁省不同耕作方式对坡耕地水

土及氮磷养分流失的影响效果)S*I水土保持学报" #&!$

#!%! #M $̀&I

)M*"于涛" 牛世伟" 何志刚I东北冷凉地区坡耕地,盐碱地适

宜玉米品种筛选研究 )S*I安徽农业科学"#&!! #$)%!

###WM #̀##WWI

)O*"曹忠杰" 高云彪I辽宁省土壤侵蚀分布特点及其防治对策

)S*I水利建设与管理"#&&!#4!%! W&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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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莒南鸡龙河水利风景区
""景区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依托鸡龙河水利 工程而建"景区规划面积 )%O$[F

#

"其中水域面积

#%WM[F

#

"属于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

鸡龙河属沭河水系"过去主要承担城市防洪排涝

和污水排放功能"通过对鸡龙河进行综合治理"截断了

城市污染"净化了水质"美化了景观"增强了区域内的

行洪能力"水质整体达(类标准+ 景区水面开阔壮观"

蜿蜒流长"河道两旁植被郁郁葱葱"各景点错落有致"

相互映衬"动植物众多"生态环境保护良好+ 景区现为

国家湿地公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