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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N2 型自动土壤水分仪数据错误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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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水分观测仪是一种较为先进的土壤水分自动化测量仪器袁其产生的土壤水分自动化观测资料可为农业尧水利尧气象等部门
和公众提供土壤墒情等决策服务材料袁指导农业生产和灾害评估遥本文针对自动土壤水分观测仪周边观测环境变化以及站址迁移等问题
导致自动土壤水分数据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袁并提出相关解决方案袁以期提升观测数据的准确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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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 Analysis of Data Error of DZN2 Soil Moisture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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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moisture monitor is a kind of fairly advanced automatic measuring instrument for soil moisture. The data can be used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service materials袁such as soil moisture content袁for agriculture袁water conservancy and meteorology departments and the public袁so as
to guid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isaster assess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auses of errors in soil moisture data due to observation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site migration袁and proposed solutions袁so a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observa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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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土壤水分观测仪是一种测定土壤体积含水量的自
动化测量仪器袁可方便尧快速地在同一地点进行不同层次土

壤水分站点的数据遥为了反映土壤水分与频率的关系袁建立

了土壤体积含水量计算公式[5]院兹v=a渊sf-c冤b遥式中袁sf 为归一

壤水分观测袁获取具有代表性尧准确性和可比较性的土壤水

分连续观测资料[1]遥安徽省气象部门从 2009 年在全省布设

化频率袁a尧b尧c 均为拟合参数遥归一化频率 sf= fa-fs 袁其中 fa
fa-fw

DZN2 型土壤水分站点袁大大减轻了传统的人工观测劳动量尧

为传感器在空气中的频率袁 fw 为传感器在水中的频率袁 fs 为

提高了观测数据的时空密度[2-3]遥在观测网长期运行过程中袁
由于观测环境变化以及站址迁移尧站点日常维护中的一些

传感器在土壤中测得的频率遥各地由于土壤类型尧密度和盐

问题袁近年来常出现自动土壤水分观测数据质量下降尧观测

分等不同袁参数有所差异遥
业务上使用的土壤水分观测仪的机测土壤体积含水量

数据与土壤特征实际状况偏差较大等问题遥例如袁安徽省中

必须进行修订袁修订方程为 兹v忆=a渊sf-c冤b+d遥其中袁a尧b尧c 为已

北部尤其黏土尧壤黏土地区持续旱情导致的土壤表层龟裂

知参数袁d 为修订参数遥安徽省所有自动土壤水分站机测值

使观测数据明显偏小袁田间长时间积水未及时排出导致土壤

全部通过 d 值来修订遥布设在安徽省气象信息中心的省级中

持续过湿等情况时有发生袁成为安徽省自动土壤水分数据

心站服务器中土壤水分数据计算流程如图 1遥

日常业务应用的一大难题遥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导致的自动

2 数据错误站点个例分析

土壤水分数据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袁并给出建议 遥
[4]

1 分析资料与方法

在安徽省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网考核中袁将人工观测与

器测土壤水分体积含水量之差的多次平均值大于 5%的站

本文所用资料为 2017 年 9 月 1要30 日合肥长丰土壤
土壤实测
频率值 fs

归一化频率值
sf=渊fa-fs冤/渊fa-fw冤

图1

嗓

实测土壤体积含水量
0
sf-c臆0
兹= 0 或 82.84 sf-c逸1
a渊sf-c冤b

0约渊sf-c冤约1

修订后土壤体积含水量
兹v=c兹+d

土壤水分数据计算流程图

点进行了对比分析遥图 2 为合肥长丰站数据标定前后的对比
图遥中国气象局业务主管部门规定自动土壤水分观测仪机测
值体积含水量不应大于 60%遥通过分析该站自动土壤水分仪

传感器的频率值均在正常范围内袁修订前体积含水量为43%袁
布设在安徽省气象信息中心服务器中的标定 d 值为 17%袁因
而标定后的机测值会超过 60%袁定义为数据错误遥

图 3 为淮南寿县站试验日期前该站体积含水量机测

值遥由图中可以看出浅层 10~20 cm 土壤水分体积含水量机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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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低于 20%袁此时土壤相对湿度小于 50%遥根据土壤相对湿
润度渊R冤的干旱等级指标袁该地段土壤为中度偏重度干旱遥
3 站点资料分析和整改方案
3.1 合肥长丰站对比资料分析
在对该站实地勘查时发现袁之前该站由于探测环境受到
破坏被迫进行站址迁移袁导致站址迁移前后人工标定值差
值较大遥经数据分析得出袁省信息中心服务器中该站修订参
数 d 值偏大袁原始测量值在正确范围内袁但是加上 d 值后袁
土壤体积含水量机测值超出业务规定范围遥
整改方案院通过在现站址开展人工取土袁重新标定 d 值遥
图 4 为重新标定后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该站 20 cm 体积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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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方案院开展原状土试验时发现裂缝处为土盒周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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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护管周围正常遥于是产生了将 PVC 护管一定范围内土

40

亚克力材质的圆桶袁尺寸为高 20 cm尧内径 25 cm袁上下中空遥

壤隔开使得传感器周围保持原状的思路遥设计加工了一套

50

将 PVC 护管安装至圆桶中心处渊图 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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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丰站 20 cm 土壤体积含水量数据标定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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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亚克力材质圆桶安装情况

亚克力材质圆桶安装后开展了田间人工取土试验遥由

80

相应的土壤水分浏览软件可以看出袁试验修复后袁该站土壤

40

得了一定效果遥由于未经历连续干旱少雨天气袁该方法是否

60

水分相对湿度机测值特别是浅层与人工值相关性很好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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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好地解决传感器周边土壤龟裂问题还需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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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淮南寿县站维护前土壤相对湿度多层逐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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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寿县站土壤相对湿度试验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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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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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自动化观测站网布设完成后袁在土壤墒情监测
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遥后续的新建尧搬迁站点开展业务化考
核工作必不可少袁特别应针对因观测环境变化尧站址迁移
等导致误差显著甚至数据错误的站点进行现场勘查并找出
时间

图 4 长丰站 20 cm 土壤体积含水量标定后逐时曲线
水量袁已处于正常值范围内遥
3.2 淮南寿县站试验前后数据对比分析

试验前袁浅层渊10~20 cm冤土壤相对湿度的机测值显示

该地段为中度偏重度干旱遥但经现场勘查袁机测值偏低是由
于土壤水分观测仪传感器周边土壤龟裂导致遥土壤龟裂是由
于黏土的水化膨胀作用引起的[6]遥当湿润土壤的水分快速蒸
发时袁由于护管和土壤的排异性袁护管周围的土壤会收缩袁
从而形成龟裂遥随着蒸发蒸腾作用的加剧袁裂缝会继续向深
处发展袁因而关键是防止表面开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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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进行整改袁以确保土壤水分观测的准确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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