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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人工断面法和流量堰法测流, 高密度采集水样, 在室内用称重法测得水

体含沙量, 对大龙洞地下河出口及其邻近地表河、地下河上游地表河段进行同步

输沙特征监测, 以为拟建的大龙洞水库泥沙淤积评价提供依据。两个水文年的研

究结果均显示, 地下河与地表河输沙率呈同步变化特征, 平均悬移质输沙模数分

别为 37. 26～ 58. 33 tökm 2·a 和 56. 82～ 76. 80 tökm 2·a, 最大日平均输沙率分别为

540 m göL 和 890 m göL , 说明地下河空间以大型岩溶管道为主, 连通性好, 系统水

力坡度大, 对泥沙输出和减轻地下空间淤积有利。最大日平均输沙率均与最大流

量峰值对应, 说明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暴雨期间。选择流域内三种典型生态环境

类型, 进行原位水土流失观测, 获得场雨产流过程和坡面流输沙率变化情况。结果

显示, 三种类型的平均悬移质输沙模数为 65. 35～ 884. 78 tökm 2·a, 暴雨期间准森

林类最大瞬时输沙率为2 926 m göL。在此基础上, 估算得到在建库条件下50 年总

淤积量不超过地下库容的 10% , 说明水土流失造成的水库淤积程度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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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岩溶区水土流失是当今一个比较突出的岩溶生

态环境问题。以往对岩溶区的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多

沿用上个世纪 80～ 90 年代的水土流失模数去评

判[1 ] , 所用数据主要为当时各县水土保持站提供, 比

较粗略, 不能反映岩溶区水土流失的真实情况。该评

价方法多用于我国北方土层较厚的黄土地区, 对南

方岩溶区土壤本来就很薄甚至无土的情况显然不合

适[2～ 6 ]。近年来, 以岩溶流域的水土流失实地监测数

据为基础的相关研究, 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如蒋忠诚

等 (2007)以广西岩溶区为例的研究成果显示, 岩溶区

河流输沙模数在 61. 5～ 129. 0 tökm 2·a, 平均 85. 1

tökm 2·a, 约是花岗岩和砂页岩区的1ö3 和1ö2, 认为岩

溶区水土侵蚀模数低, 水土流失具有隐蔽性; 张宝信

(2008) 认为即使采用大面积开挖法, 根据137C s 流失

量计算土壤流失量不适用于岩溶坡地的地面流失量

的测定, 同时认为石质岩溶山地的允许土壤流失量应

小于10 tökm 2·a, 远低于水利部的部颁标准200 tökm 2

·a; 梁彬等 (2004) 在湘西地区的洛塔岩溶地下河流

域的研究结果认为, 该地区土壤侵蚀模数小于 500 tö
km 2·a。

拟建湘西大龙洞水库以防洪为主, 兼顾城市供

水、发电、灌溉和改善腊尔山台地干旱状况, 在 680 m

的正常蓄水标高情况下, 将获得近 380 m 水头和

9 833万m 3 库容量 (其中地下库容大于1 700 万m 3) ,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显著。对这样位于岩溶

区的高水头、大库容水库, 除了对其水资源量、渗漏特

征和坝区库岸稳定性等关键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外, 水

土流失对地下库容的淤积也是需要论证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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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大量观测资料为基础, 分析流域水土流失特

征, 初步评价其对拟建水库工程的影响, 以为拟建水

库设计提供科学支撑。

1　研究区背景

大龙洞地下河流域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吉首、

花垣、凤凰三县 (市) 交界的腊尔山台地区, 西部跨贵

州松桃县境内。地理坐标: 东经 109°18′00″～ 109°32′

30″, 北纬28°07′00″～ 28°18′00″, 面积187. 9 km 2。

研究区属平均海拔 800 m 以上的云贵高原东北

缘, 地形多为低山台地溶蚀洼地。台地可分为三级夷

平面, 一级为高程大于 850 m 的山峰台地; 二级为高

程740～ 750 m 的台地; 三级为高程680～ 700 m 的溶

洼区台地。台地地势平缓, 地形起伏不大。研究区属

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多年平均气温 16. 4℃, 极端最

高气温40. 2℃, 极端最低气温- 7. 5℃。降雨多集中在

5- 7 月, 多年平均降水量 1 800 mm , 最大日降水量

261 mm。

区内地层出露由老到新依次有寒武系下统、中

统、上统; 奥陶系下统、中统、上统; 志留系下统。大龙

洞地下河系统位于牛角河东岸的禾库向斜西翼, 主要

发育在上寒武统比条组 (∈3b) 中厚灰岩中, 上寒武统

的车夫组 (∈3c) 的下部中- 薄层状泥质灰岩、灰质云

岩、泥灰岩及泥质条带状灰岩构成地下河河床相对隔

水底板。流域水文地质条件如图1 所示。

图 1　湘西大龙洞地下河流域水文地质图

F ig. 1　H ydrogeo logic m ap of the D alongdong underground river system

2　水土流失观测实验

2. 1　观测试验目的

进行水土流失监测是要获得流域主要生态环境

类型水土流失特征数据, 为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水

资源开发和大龙洞水库建设可行性论证提供科学依

据。将原位监测结果与地下河系统泥沙运移和输出结

果进行对比研究, 初步评价水土流失对拟建水库寿命

的影响。

考虑水土流失监测站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 选择

了石漠化类、草地+ 灌丛类和准森林+ 稀疏林类三种

代表性生态环境类型, 建站进行观测, 观测持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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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年。这三种类型是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生态环

境类型, 约占流域面积的65%。

在流域中部地表水向地下水转化的地表河段、地

下河出口明流和及其邻近的地表河 (牛角河) , 建立水

文和泥沙观测站, 获得流量和泥沙含量观测数据, 研

究地下河系统水体含沙量的沿途变化特征, 对比研究

地下河与地表河流量和输沙特征的变化过程。

2. 2　观测实验方案

原位水土流失监测是在测区汇流出口修建直角

和矩形复合堰, 堰下游修建沉沙池, 沉沙池底面积为

15～ 25 m 2, 蓄水高度1 m。人工观定时观测场雨水位

变化, 并采集泥沙分析样品。降雨时开始监测, 断流时

停止。一般降雨情况每1～ 2 小时观测1 次, 但在大雨

和水位峰值区间需进行加密观测, 每5～ 10 分钟观测

1 次, 同时加密采集水样。

在流域中部地表河采用复合矩形堰, 人工观测和

自动记录两种方式观测水位变化, 并采集水样。在地

下河出口明流和牛角河, 采用断面法和流速仪观测流

量, 并采集水样。一般情况每天观测2～ 3 次, 遇大到

暴雨时进行加密观测, 每小时观测一次。

水样送实验室, 除去枯枝落叶, 经静置、沥清、过

滤, 用称重法测定悬移质含沙量。

沉沙量代表被短距离搬运的、并在重力作用下发

生沉淀的颗粒性泥沙量, 由每场降雨结束后收集沉沙

池内固体, 经晾干、称重获得。流域汇水面积通过G IS

在1∶1 万地形图上求得。

3　监测结果和分析

3. 1　地下河出口明流与牛角河输沙动态对比分析

牛角河与大龙洞地下河流量和输沙率动态对比

如图 2 和图 3, 大龙洞地下河日平均输沙率和日平均

流量的季节变化如图4。

从图2 和图 3 可以看出, 除 5 月下旬的一场降雨

外, 大龙洞地下河出流与牛角河流量和输沙率的动态

变化同步, 呈现出暴涨暴落的特点, 对降雨过程响应

迅速, 说明地下河空间以大型岩溶管道为主, 连通性

好, 系统水力坡度大, 对泥沙输出和减轻地下空间淤

积是有利的。

对比图 2 和图 3 还可以看出, 5 月中旬的场雨并

未引起大龙洞地下河流量和输沙率的同步显著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场雨集中在地下河流域西南部的腊尔

山地区造成的, 上游来水在消水沱地表河段未大量进

入地下河系统。另外, 由于消水沱村附近的消水口建

有磨坊, 为防止磨坊被淹, 村民也采取了相应的拦水

措施, 进一步降低了消水沱地表河段河水携带泥沙进

入地下河系统的几率。

图4 显示, 地下河系统输沙率呈明显的季节性变

化, 集中在4- 9 月, 与年内降雨分布一致, 而1- 3 月

和 10- 12 月间, 为枯季少雨季节, 地下河流量小, 水

体清澈, 逐日平均输沙率几乎为0, 地下河出流明显来

自岩溶裂隙水释放。

图 2　大龙洞地下河出流与牛角河日平均流量对比

F ig. 2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diu rnal discharge betw een the D alongdong

underground river and the N iu jiao surfac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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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龙洞地下河出流与牛角河日平均输沙率对比

F ig. 3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diu rnal sand transpo rta t ion rate betw een the

D alongdong underground river and the N iu jiao surface river

图 4　雨季大龙洞地下河出流日平均流量和日平均输沙率动态对比

F ig. 4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diu rnal discharge and sand transpo rta t ion rate

of the D alongdong underground river in rainy seasons

　　计算不同水文周期大龙洞地下河和牛角河各自

输沙模数如表1。

从表 1 可以看出, 在相同水文期内, 牛角河流域

的输沙模数均大于大龙洞地下河流域的输沙模数, 但

输沙模数均较低, 说明在本地区水土流失程度并不十

分严重。牛角河部分洪峰流量来自大龙洞地下河流

域, 牛角河中下游段西岸分布有碎屑岩和不纯碳酸盐

岩, 地貌呈河谷坡地, 和大龙洞流域相比, 缺少地表径

流的缓冲区, 对持水保土不利, 因而两者相比, 牛角河

流域输沙模数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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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水文期内大龙洞地下河系统与牛角河输沙模数对比

T ab. 1　Comparison of the conveyance modules betw een the D alongdong underground

river and the N iu jiao surface river

水文周期 水体
面积

ökm 2

径流量

ö万m 3

平均流量

öm 3ös

平均输沙率

ökgös

平均含沙量

ökgöm 3

总输沙量

öt

输沙模数

ötökm 2·a

2003. 4-

2004. 3

大龙洞 188

13 470 - 0. 154 0. 052 7 004. 4 37. 26

7 9903 2. 53 0. 154 0. 052 4 154. 8 -

5 4803 3 - 0. 154 0. 052 2 849. 6 -

牛角河 120 9 740 3. 08 0. 223 0. 070 6 818. 0 56. 82

2004. 4-

2005. 3

大龙洞 188

10 061 - 0. 14 0. 109 10 966. 5 58. 33

4 0503 1. 28 0. 14 0. 109 4 414. 5 -

6 0113 3 - 0. 14 0. 109 6 552. 0 -

牛角河 120 6 400 1. 94 0. 28 0. 144 9 216. 0 76. 80

　　　　注: 3 ——洞口水流流量, 3 3 ——引去发电水流流量

3. 2　地下河出口水流与中部地表河段水流输沙动态

对比分析

地下河除接受中部地表河的侧向和集中注入补

给外, 还接受流域东部雷公洞至夯来呈北东向长条状

边缘谷地的汇水的补给。谷地发育于泥质页岩和碳酸

盐岩接触带, 汇集来自泥质页岩区 7 条溪沟水流, 由

雷公洞进入地下河, 并在集中强降雨期间携带大量泥

沙。地下河系统上方碳酸盐岩区接受降雨补给, 主要

以垂直入渗方式补给地下河, 在科甲、柳薄一带岩溶

洼地发育, 则以坡面流汇集落水洞灌入方式补给地下

河。

大龙洞地下河出口与中部明流段流量和输沙率

动态对比如图5 和图6。

从图5 和图6 可以看出, 除5 月下旬场雨外, 大龙

洞地下河出口水流与中部明流段水流流量和输沙率

呈现出同步变化的特征。一般降雨时, 中部地表河的

输沙率普遍高于大龙洞地下河的输沙率, 且连续出现

高峰值, 这说明部分泥沙在地下河系统中发生了沉

淀。但大暴雨或集中强降雨时, 大龙洞地下河的输沙

率出现更大峰值, 且变化快, 说明流域东部和地下河

上方集中灌入方式补给加剧了泥沙进入地下河系统。

中部地表河水体输沙率与流量峰值具有良好的

对应关系 (图7) , 而在小雨到中雨降雨过程, 河水输沙

率较低, 表明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强降雨、地表产流

丰富的过程中, 这与大龙洞出口的分析结论是一致

的。

图 5　大龙洞地下河与消水沱日平均流量对比

F ig. 5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diu rnal discharge betw een the D alongdong

underground river and the X iao shu ituo up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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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大龙洞地下河与消水沱日平均输沙率对比

F ig. 6　Comparison of sand transpo rta t ion rate betw een the D alongdong underground

river and the X iao shu ituo up stream

图 7　消水沱观测站场雨流量 (上)和水体输沙率 (下)

F ig. 7　Comparison betw een the discharge (up ) and the sand transpo rta t ion rate

(dow n) at X iao shu ituo monito ring sta t ion

3. 3　原位水土流失观测结果分析

对三种典型生态环境类型进行水土流失原位观

测, 结果分别如图8 至图10。

对比图8、图9 和图10 可以看出, 5 月下旬较大场

雨主要发生在流域南部上游补给区, 在本场强降雨过

程中, 代表石漠化类型的排达扣监测站的坡面流输沙

率最大值为 653 m göm 3, 输沙率变化幅度相对小, 而

代表准森林类型的夯杜监测站的坡面流输沙率最大

值为3 100 m göm 3, 输沙率变化幅度相对较大。造成这

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排达扣站为半封

闭型高位洼地的扇形坡, 地形相对舒缓, 夯杜站则为

溶蚀和侵蚀冲沟; 二是汇水区内土壤厚度和地表植被

不同, 排达扣站汇水区多呈裸露基岩, 土层薄且不连

续, 植被不发育。夯杜站汇水区土壤多呈连续分布, 厚

度为0～ 1. 5 m 不等, 天然和人工次生林植被发育。

由此可见, 水土流失诱发因素很复杂, 土层厚度

大, 增加了水土流失的机会, 良好的植被覆盖与不利

的地形叠加在一起, 也会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再就

是, 石漠化地区土壤薄, 甚至为裸露石灰岩, 输沙率可

以很小, 但依此而判断水土流失不严重具有很大局限

性。米良观测站的草地和灌丛生态类型的水土流失特

点介于石漠化类型和准森林类型之间, 场雨过程中的

输沙率最大值为 710 m göm 3, 变化幅度大于排达扣

站, 小于夯杜站。

将降雨分为小雨、中雨和大雨三种降雨强度, 对

三种典型生态环境类型输沙模数进行对比, 结果列于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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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排达扣石漠化类型水土流失观测站场雨流量 (上)和输沙率 (下)

F ig. 8　Comparison betw een the discharge (up ) and the sand transpo rta t ion rate (dow n) at Paidakou monito ring sta t ion

图 9　夯杜准森林类型水土流失观测站场雨流量 (上)和输沙率 (下)

F ig. 9　Comparison betw een the discharge (up ) and the sand transpo rta t ion rate (dow n) at H angdu monito ring sta t ion

图 10　米良草地灌丛类型水土流失观测站场雨流量 (上)和输沙率 (下)

F ig. 10　Comparison betw een the discharge (up ) and the sand transpo rta t ion rate (dow n) at M iliang monito ring st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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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不同降雨强度下三种生态环境类型输沙模数对比

T ab. 2　Comparison of sand transpo rta t ion modules in th ree differen t types of eco system under differen t ra infall in tensity

地点
生态

类型

面积

ökm 2

测点海拔

öm

降雨

类型

代表性

场雨

产流历时

öh

输沙量

ökg

3 沉沙量

ökg

输沙模数

ötökm 2. a

小雨 6. 14～ 6. 19 117. 48 62. 40 67. 00 65. 35

排达扣 石漠化类 0. 1424 855 中雨 4. 23～ 5. 17 330. 85 198. 72 - 73. 90

大雨 5. 27～ 5. 31 92. 43 551. 69 150. 00 734. 33

小雨 6. 14～ 6. 17 71. 52 9. 12 7. 00 74. 48

夯杜 准森林 0. 0300 769 中雨 4. 23～ 4. 28 113. 50 16. 08 - 82. 72

大雨 5. 27～ 5. 31 92. 43 140. 03 35. 00 884. 78

小雨 5. 27～ 5. 30 71. 00 44. 50 82. 00 70. 84

米良 草地和灌丛 0. 1550 678 中雨 4. 23～ 4. 30 146. 50 139. 12 - 107. 34

大雨 6. 26～ 6. 27 21. 00 141. 95 121. 00 764. 02

　　　　注: 3 表示为参考数据, 不用于计算输沙模数

　　从表 2 可以看出, 同一生态类型相比, 大雨过程

的输沙模数高于中雨和小雨过程的输沙模数一个数

量级, 说明水土流失在大雨和暴雨期间极易发

生[7～ 9 ]。中雨时的输沙模数略高于小雨时的输沙模

数, 三种生态类型均呈现相似的规律。不同生态类型

相比, 小雨时的输沙模数大小顺序为: 准森林类> 草

地灌丛类> 石漠化类; 中雨时的输沙模数大小顺序

为: 草地灌丛类> 准森林类> 石漠化类; 大雨时的输

沙模数大小顺序为: 准森林类> 草地灌丛类> 石漠化

类。

现场观测情况显示, 沉沙量受水动力条件影响很

大。在流量峰值期间, 池内水受扰动剧烈, 部分颗粒性

沉淀物被搬运出池, 并在沿途短距离再次沉淀。因此,

池内沉淀物重量不能完全代表当场降雨中被搬运的

颗粒物总重量。

3. 4　水土流失对水库工程影响的初步评价

3. 4. 1　天然条件下输沙模数可靠性评价

从流域水土流失特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是

流量动态还是输沙率动态, 大龙洞地下河均具有和邻

近地表河同步的变化特征, 这说明地下河系统以大型

管道为主, 具有很好的连通性和较大的水力坡度。因

此, 在天然条件下, 大龙洞地下河系统输沙排沙条件

是比较好的, 淤积灾害并不严重。

悬移质输沙模数真正反映了从系统中输出的泥

沙量, 颗粒性泥沙虽在流域内被搬运移动, 但不一定

都进入了地下河。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大龙洞地下

河流域不同水文年的悬移质输沙模数为 37. 26～

58. 33 tökm 2·a, 牛角河流域为56. 82～ 76. 80 tökm 2·

a, 三种典型生态环境类型的悬移质输沙模数 (土壤侵

蚀模数)为65. 35～ 884. 78 tökm 2·a。结果与湘西同类

型地区大致相似, 如洛塔地区各地下河流域土壤侵蚀

模数为96. 6～ 225. 46 tökm 2·a, 均小于500 tökm 2·a,

水土流失轻微[10～ 12 ], 和西南典型岩溶区的相关研究

结果有一定的可比性[13～ 16 ]。

3. 4. 2　建库条件下水库泥沙淤积量计算

在建库条件下, 系统水动力条件将发生根本性改

变, 导致部分悬移质输沙在系统相对静止水环境发生

沉淀。本文拟按如下方案取值计算淤积量, 初步评价

水土流失对水库工程的影响。取值及计算方法如下:

- 按50 年计算淤积量;

- 泥沙容重取1. 35 töm 3;

- 地下河出口水流悬移质输沙模数取表 2 中的

最大值, 即58. 33 tökm 2·a, 有效面积按岩溶水系统划

分方案[17 ] , 取 188 km 2, 其中, 上游补给区面积69. 5

km 2, 下游补给区面积118. 5 km 2;

- 颗粒性泥沙输沙模数的估算: 由于大龙洞地下

河流域水文地质结构独特, 上游补给区因降雨被搬运

的颗粒性泥沙不会进入地下河系统, 而是沿途沉淀在

海拔为 700 m 以上岩溶台地和流域中部地表河河床

中。在下游补给区, 降雨主要以垂直入渗和坡面流汇

集洼地底部落水洞, 以集中灌入方式进入地下河空

间, 颗粒性泥沙随之被带入地下河。前已述及, 观测试

验中得到的沉沙量受水动力条件影响很大, 不宜用于

计算输沙模数。位于流域下游的米良监测站 (草地+

灌丛类)是代表颗粒性泥沙最容易以集中灌入方式被

带入地下河的生态类型, 取该观测站不同类型降雨的

悬移质输沙模数 314. 07 tökm 2·a 作为颗粒性泥沙输

沙模数, 即认为悬移质和推移质输沙比例为 1∶1,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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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南其他岩溶区也有用该比例 (蒋忠诚等,

2007) ①, 来估算颗粒性沉沙体积。与湘西地区类似岩

溶流域相比[10～ 12 ], 这一取值略偏大, 据其估算所得淤

积量要比实际情况略大;

- 取下游补给区面积的一半, 即59. 25 km 2, 作为

有效汇水面积, 来估算建库条件下颗粒性沉沙体积。

悬移质沉沙体积和颗粒性沉沙体积均采用如下

公式计算:

50 年沉沙体积 (m 3) = 输沙模数 ( tökm 2·a)×

有效补给面积 (km 2)×50 (a) (泥沙容重 ( töm 3)

- 按天然状态下的衰减分析成果, 地下库容量取

1 700 万m 3 [17 ]。

分别计算天然条件下的悬移质输沙量有 0%、

50%、80% 和100% 发生沉降时的淤积量, 结果如表3。

计算结果显示, 水土流失造成的水库淤积程度并

不严重, 从取值方案可以看出, 结果代表了水土流失

偏大的情况。因为大龙洞出口水流的悬移质输沙模数

取两个观测期的平均值的大者, 导致淤积体积偏大,

但丰水年份可能比该值更大; 颗粒性输沙的有效补给

面积取地下河下游补给区面积的一半, 比实际情况要

大; 地下库容取值代表天然情况下地下河的调蓄库

容, 但在建库条件下会更大, 估算为2 800 万m 3。水库

工程将抬高岩溶台地地下水水位80～ 100 m , 有利于

改善台地上的岩溶干旱状况, 降低水土流失灾害对水

库工程的影响。

表 3　建库条件下 50 年泥沙淤积量计算成果表

T ab. 3　To tal sedim ent accret ion in the nex t 50 years after constructing the reservo ir

沉降比例

ö%

悬移质沉沙体积

ö×104m 3

估算颗粒性沉沙体积

ö×104m 3

合计体积

ö×104m 3

占地下库容比

ö%

0% 0 93. 04 93. 04 5. 47

50% 20. 31 93. 04 113. 35 6. 67

80% 32. 49 93. 04 125. 53 7. 38

100% 40. 61 93. 04 133. 65 7. 86

4　结　论

大龙洞地下河流域水体悬移质输沙模数较小, 并

与邻近地表河输沙模数接近, 其地貌结构属于多级岩

溶台地, 各级台地深切地形不发育, 地貌和系统水文

地质结构特征对减少泥沙进入地下河系统是有利的。

天然条件下, 地下河水力坡度大, 对输沙排沙有利, 泥

沙对地下空间淤积不严重。观测结果显示, 造成水土

流失的因素复杂, 需具体分析流域地形地貌、土壤和

植被发育特征、降雨分布特征和系统水文地质结构等

因素的影响。要准确地评价水土流失对水库工程的影

响, 需进行实地监测, 才能作出较客观的评价。分别计

算天然条件下的悬移质输沙量有 0%、50%、80% 和

100% 在建库后发生沉降时, 50 年总淤积量均不超过

地下库容的10%。说明在建库条件下, 水土流失造成

的水库淤积程度也并不严重, 但目前尚无法预测淤积

会发生在地下河空间的哪些部位, 若主要在坝前发

生, 其危害性也可以很大。因此, 在水库修建时, 设置

排沙措施仍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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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l loss and its effect on the planned reservo ir project in the

Da longdong underground r iver ca tchm en t, X iangx i, Hunan

H E Sh i2yi1, 2, L IAN G B in2, GUAN B i2zhu2

(1. Ch ina U n 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 uhan, H ubei 430074, Ch ina;

2. Institu te of K arst Geology , CA GS & K arst Dy nam ics K ey L abora tory ,M L R , Gu ilin, Guang x i 541004, Ch ina)

Abstract: In o rder to fo recast sed im en t accret ion in the p lanned D alongdong underground reservo ir, the fo l2
low ing m ethods w ere undertaken: m easu ring the discharges by m ean s of p rofile2cu rren t m eter and discharge

w eir, w ater samp ling at sm all in tervals and the sand con ten t analyzing in labo ra to ry by w eigh t ing. T he dis2
charge m easu rem en t a t the ou t let of the underground river and the neighbo ring su rface rivers as w ell as the

upper segm en t of the underground river, synch ronou s mon ito ring of sand tran spo rta t ion are carried ou t to

p rovide the evidence fo r assessm en t on silta t ion to the reservo ir. T he resu lts ob ta ined in tw o hydro logica l

years show that the ra tes of sand tran spo rta t ion in the underground river and su rface river change syn2
ch ronou sly w ith average su spended load conveyance modu les 37. 26～ 58. 33 tökm 2·a and 56. 82～ 76. 80 tökm 2

·a, and m ax im um diu rnal average load 540 m göL and 890 m göL respect ively. T hat m ean s that the under2
ground river is dom inated by large karst passages w ith w ell connect ion and large hydrau lic gradien t w h ich are

favo rab le fo r sand ou tpu t and reducing underground silta t ion. T he m ax im um diu rnal average load is con sis2
ten t w ith the peak of d ischarge, ind ica t ing that w ater and so il lo sses occu r largely du ring the ra in sto rm s.

T h ree mon ito ring sta t ion s in th ree typ ica l eco logica l environm en ts in catchm en t areas are bu ilt fo r mon ito ring

local so il ero sion in o rder to ob ta in the slop flow genera t ion p rocesses and the varia t ion of sand tran spo rta t ion

ra tes. T he resu 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su spended load fo r th ree types is 65. 35～ 884. 78 tökm 2·a, and the

m ax im um in stan taneou s load is 2 926 m göL w h ich occu rred in fo rest2land du ring ra in sto rm. Based on the

mon ito ring data, the est im ated calcu la t ion of the to ta l silta t ion w ith in the fu tu re 50 years w ill no t exceed 10%

of the underground capacity under art if icia l ad ju stm en t,w h ich demon stra tes the reservo ir silta t ion cau sed by

so il ero sion is no t so seriou s.

Key words: local so il ero sion ob servat ion; fea tu res of so il lo ss; silta t ion of reservo ir; the D alongdong under2
ground river catchm en t; X iangx i, H 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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