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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括了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方程的研究进展以及为预报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获得土壤水分运动参数的方法袁并提出土壤水分
运动研究将以计算机模型尧数值模拟尧自动测定装置等工具为发展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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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urated -unsaturated soil water movement equation progress and the methods of getting soil water movement parameter for
forecasting aturated -unsaturated soil water movement were summed up.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oil water movement were studied by using
computer model袁numerical simulation袁auto mensuration devic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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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是水资源中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源袁是联系地表

流动所应满足的运动方程袁随后将达西定律应用到其他质

水与地下水的纽带袁是水循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遥研究

地的土壤中发现袁达西定律并不是对所有多孔介质中的液

土壤水要从土壤水分物理性质和过程开始袁土壤水分运动

体流动普遍有效袁它只适于层流状况遥当土壤水通量很高
时袁惯性力作用不可忽略袁水流达到稳流袁水流通量与单位
能量损失之间不再满足线性关系遥且当水流通过过大或过

基本方程可直接反应土壤水分运动基本原理遥土壤水分运
动基本方程除了位置坐标尧时间坐标尧基质势或土壤含水量
外袁还有非饱和导水率尧土壤水分扩散率和比水容量等水分
运动参数袁在模拟土壤水分运动时这些参数是必不可少
的遥因此袁研究土壤水分运动基本方程和土壤水分运动参数
对认识和掌握土壤水物理性质尧运动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袁
同时为解决农业生产尧实践上的合理灌溉袁以及水利科研上
水文产流计算尧地下水补给尧流域合理调水尧用水也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遥
1.1 达西定律

早在 150 多年以前袁Darcy渊1856冤便提出了至今仍被人

们用于研究土壤水分运动的达西定律 袁其是在测定饱和沙
[1]

柱渗透率过程中发现的袁得出土壤水通量 q 与土壤水势梯

q=-K s 吟鬃
吟L

粗砂或黏土介质中必须慎用遥
1.2 白金汉要达西定律
基于土水势由基质势和重力势组成曰土壤是等温尧膨胀
的袁且不含任何溶质成分袁气体压力势为零曰非饱和土壤导
水率是土壤含水量或基质吸力函数这 3 种主要的假设遥
Edgar Buckingham 于 1907 年通过修正达西定律用来描述非

1 土壤水分运动基本方程

度渊 吟鬃 冤成正比袁即
吟L

小孔隙时袁水分运动规律可能不符合达西定律遥事实上袁在
极大多数情况下达西定律可以运用于土壤水流运动袁而在

饱和土壤水流[2]遥非饱和土壤白金汉要达西定律为院
q=-K渊兹冤 鄣鬃 =-K渊兹冤 鄣渊鬃m+z冤 =-K渊兹冤渊 鄣鬃m +1冤
鄣z
鄣z
鄣z

渊3冤

式中院q 为土壤水流通量曰K渊兹冤表示土壤非饱和导水率袁
同时也可以表示土壤含水量的函数曰鬃=渊鬃m+z冤曰鬃m 为基质
势袁z 为重力势袁方向向上为正遥

渊1冤

如果用基质吸力代替基质势袁达西定律可表示为院
q=-K渊兹冤渊▽h依1冤
渊4冤

式中院K s 为饱和导水率袁是一个与水流状况无关尧仅与

式中的正负号与垂向坐标轴方向的选取有关袁如坐标
轴方向上为正袁则取正号袁相反取负号遥

土壤特性有关的参数曰 吟鬃 为水势梯度袁负号表示水流方向
吟L
与水势梯度方向相反遥

后人将达西定律外推时发现袁达西定律不仅适用于均
质土壤袁而且还适用于非均质土壤遥对于非均质土壤袁土壤
在各个方向上的导水率是不同的袁达西定律用下式表示院
q=-K sx 鄣鬃 i-K sy 鄣鬃 j-K sz 鄣鬃 k
鄣x
鄣y
鄣z

渊2冤

土壤各向性质不同的情况下袁3 个方向上的非饱和导水
率函数一般不同袁达西定律的表达式为院
q=-K x渊兹冤 鄣鬃m i-K y渊兹冤 鄣鬃m j-K z渊兹冤渊 鄣鬃m 依1冤k
鄣x
鄣y
鄣z

渊5冤

式中院K x渊兹冤袁K y渊兹冤袁Kz渊兹冤分别为 x尧y尧z 3 个方向上的非
饱和导水率曰正负号与渊4冤式规定相同遥

式中院K sx袁K sy袁K sz 分别为 x尧y尧z 3 个方向上的饱和导水率遥

1.3 Richards 方程
Richards[2]方程是基于白金汉要达西定律和连续方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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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 方程的表达式院
鄣兹 = 鄣 [K x渊兹冤 鄣鬃m ]+ 鄣 [K y渊兹冤 鄣鬃m ]+ 鄣 [K z 渊兹冤 鄣鬃m ]
鄣t 鄣x
鄣x
鄣y
鄣y
鄣z
鄣z

达西定律是以砂土为研究对象的袁是多孔介质中液体

到的遥将白金汉要达西定律带入连续方程可得到三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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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鄣K z渊兹冤 -rw
鄣z

渊6冤

式中袁正负号与垂向坐标轴方向的选取有关袁如坐标轴

方向上为正袁则取正号袁相反取负号遥
对于各性质相同的介质袁K渊兹冤=K x渊兹冤=K y渊兹冤=K z 渊兹冤袁则

Richards 方程也可以写成院

鄣兹 = 鄣 [K渊兹冤 鄣鬃m ]+ 鄣 [K渊兹冤 鄣鬃m ]+ 鄣 [K渊兹冤 鄣鬃m ]
鄣t 鄣x
鄣x
鄣y
鄣y
鄣z
鄣z

依 鄣K z渊兹冤 -rw
鄣z

渊7冤

当在土壤中无植物的情况下袁rw=0袁则方程可以写成院

将为了对方程求解简便袁将含水率 D渊兹冤以隐函数的形式表
示袁可得到以位置坐标 z 为因变量的一维垂直流动入渗的
Richards 方程院

- 鄣z = 鄣 [ D渊兹冤 ]+ 鄣K渊兹冤
鄣t 鄣兹 鄣z
鄣兹
鄣兹

渊15冤

以位置坐标 x 为因变量的一维水平流动吸渗的 Richards

方程院

- 鄣x = 鄣 [ D渊兹冤 冤
鄣t 鄣兹 鄣x
鄣兹

渊16冤

渊4冤柱坐标系下的 Richards 方程院假如以 z 轴为坐标轴

鄣兹 = 鄣 [K渊兹冤 鄣鬃m ]+ 鄣 [K渊兹冤 鄣鬃m ]+ 鄣 [K渊兹冤 鄣鬃m ]
鄣t 鄣x
鄣x
鄣y
鄣y
鄣z
鄣z

的中心袁r 为径向坐标曰渍 为旋转角遥在该柱坐标系下袁以含

土壤水分运动的滞后性作用导致土壤含水量 兹 和基质

鄣兹 = 1 鄣 [rD渊兹冤 鄣兹 ]+ 1 [D渊兹冤 鄣兹 ]+ 鄣 [D渊兹冤 鄣兹 ]
鄣t r 鄣x
鄣r
r2
鄣渍
鄣z
鄣z

依 鄣K z渊兹冤
鄣z

渊8冤

势 鬃m 不是单值函数袁引起土壤水分吸水和脱水曲线不重
合袁土壤的吸湿过程和脱湿过程不符袁即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只是单一的吸水和脱水曲线过程袁因此 Richards 方程只能
用于土壤水分吸湿和脱湿的单一过程遥

由于面临问题的不同袁解决实际问题应该根据具体问
题的特点袁Richards 方程可以有多种形式院

渊1冤以基质势为因变量的 Richards 方程遥在这里我们引

入土壤水分运动参数中的比水容量 C渊鬃m冤袁是由单位基质
势的增加所引起的土壤含水量的变化袁可以表示为院
C渊鬃m冤= d兹
d鬃m

渊9冤

非饱和导水率和比水容可表示为土壤含水量的函数
K 渊兹冤尧C渊兹冤袁也可表示为基质势的函数 K 渊鬃m冤尧C渊鬃m冤遥我们

水量为因变量的基本方程为院

+ 鄣K渊兹冤
鄣z

如果土壤含水量在 z 轴方向上无变化袁且具有轴对称

的特点袁方程为院

鄣兹 = 1 鄣 [rD渊兹冤 鄣兹 ]
鄣t r 鄣x
鄣r

径向坐标为 r袁经度角为 渍袁纬度角为 琢袁则在球系坐标以含
水量为变量的方程为院

鄣兹 = 1 鄣 [rD渊兹冤 鄣兹 ]+
1
鄣 [D渊兹冤 鄣兹 ]+ 1
鄣t r 鄣r
鄣r
渊rsin琢冤2 鄣渍
鄣渍
r2

鄣 [D渊兹冤 鄣兹 ]+cos琢 鄣K渊兹冤 - sin琢 鄣K渊兹冤
鄣琢
鄣琢
鄣r
r
鄣琢

[K渊鬃m冤 鄣鬃m ]依 鄣K渊鬃m冤
鄣z
鄣z

sin琢 鄣K渊兹冤
r
鄣琢

渊2冤以含水量为因变量的 Richards 方程遥在这里引入土

壤水分运动参数中的土壤水分扩散率 D渊兹冤袁该值是导水率
K渊兹冤和比水容 C渊兹冤的比值袁即为院
D渊兹冤= K渊兹冤 =K渊兹冤窑d鬃m
C渊兹冤
d兹

渊11冤

同样袁土壤水分扩散率既可以表示为土壤含水量 D渊兹冤袁

也可以表示为基质势的函数 D渊鬃m冤遥通过替换带入袁可得到
以含水量为因变量的 Richards 方程院

鄣兹 = 鄣 [D渊兹冤 鄣兹 ]+ 鄣 [D渊兹冤 鄣兹 ]+ 鄣 [D渊兹冤 鄣兹 ]
鄣t 鄣x
鄣x
鄣y
鄣y
鄣z
鄣z

依 鄣K渊兹冤
鄣z

渊12冤

鄣兹 = 1 鄣 [rD渊兹冤 鄣兹 ]+ 1 鄣 [D渊兹冤 鄣兹 ]+cos琢 鄣K渊兹冤 鄣t r 鄣r
鄣r r2 鄣琢
鄣琢
鄣r

渊20冤

如果问题具有轴对称的特点袁则方程有与柱坐标系下

沿 z 轴对称问题相同表达式院
鄣兹 = 1 鄣 [rD渊兹冤 鄣兹 ]
鄣t
r 鄣x
鄣r

渊21冤

2 土壤水分运动参数研究

土壤水分运动参数主要包括非饱和导水率 K渊兹冤尧土壤

水分扩散率 D渊兹冤和比水容量 C渊兹冤袁三者所具有的函数关系
为 K渊兹冤=D渊兹冤窑C渊兹冤袁其中 C渊兹冤=d兹/d鬃m遥预报非饱和土壤水

分运动袁必须首先获得土壤水分运动参数袁参数的准确性决
定了水分运动模型的可靠性遥
2.1 直接法

直接法包括实验室和田间方法遥如通量水头控制法 [3]尧

一维垂直流动入渗袁方程为院
鄣兹 = 鄣 [D渊兹冤 鄣兹 ]+ 鄣K渊兹冤
鄣t 鄣z
鄣z
鄣z

渊13冤

鄣兹 = 鄣 [D渊兹冤 鄣兹 ]
鄣t 鄣z
鄣z

渊14冤

水头控制法[3]尧垂直下渗通量法[4]尧长柱入渗法[5]尧壳方法[1]尧垂
直土柱稳定蒸发法 [1]尧水平入渗法 [6] 尧Wind 蒸发法[1]尧三维入
渗法[7]尧圆盘积水入渗法[7]尧滴渗法[7]尧瞬时剖面法[8]尧单位梯度

一维水平流动吸渗袁方程为院

渊3冤以位置坐标 z 或 x 为因变量的 Richards 方程院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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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9冤

若研究的问题具有沿过坐标原点的平面对称特点袁方

程为院

渊10冤

渊18冤

渊5冤球坐标系下的 Richards 方程遥如果假设球坐标系的

可以通过替换带入可得基质势为因变量的 Richards 方程院

C渊鬃m冤 鄣鬃m = 鄣 [K 渊鬃m冤 鄣鬃m ]+ 鄣 [K 渊鬃m冤 鄣鬃m ]+ 鄣
鄣t
鄣x
鄣x
鄣y
鄣y
鄣z

渊17冤

法[9]尧喷洒入渗计法 [10]尧出流法 [11]等袁其中应用较广的有垂直
土柱稳定蒸发法尧水平入渗法尧瞬时剖面法尧出流法遥
渊1冤瞬时剖面法 [12-14]遥瞬时剖面法是在实验室内进行均

陈晓冰等院土壤水分运动方程与参数研究进展
质土壤的一维上渗或下渗试验时袁测定不同时刻土壤剖面

后根据不同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形式获得了非饱和导水

的含水率和吸力分布袁通过计算求得非饱和导水率 K渊兹冤遥

率的计算方法遥

瞬时剖面法可适用于扰动土和原状土袁可测定吸湿脱湿过
程袁因其较方便袁应用也较普遍遥由于要求同时测定土壤水
的吸力和含水量袁且测量精确度严重影响结果袁因而稳定性
差袁准确度低遥
渊2冤水平入渗法遥水平入渗法是测定土壤水分扩散率

D渊兹冤的非稳定流法袁是由 Bruce 等 最早提出的遥此方法是
[6]

利用一个半无长水平土著吸渗试验资料袁结合解析方法求得
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土壤水分扩散率 D渊兹冤遥但是由于受到测
试手段和设备的限制袁进水端附近土柱的含水量分布会出

现跳动或偏高袁故需要对 姿-兹 的关系曲线进行修正袁使其成

为光滑曲线袁再由此曲线就可以求出相应的土壤水分扩散率
D渊兹冤遥

渊3冤垂直土柱稳定蒸发法遥垂直土柱稳定蒸发法是一种

相对简单且可同时测定水分特征曲线和非饱和导水率的

实验室方法遥其最早是由 Gardner 等 在 1962 年提出袁此
[15]

后袁不断的简化和改进袁重要改进之一是由 Wind [16]于 1968

年提出的 Wind 蒸发法遥垂直土柱稳定蒸发法概念清晰袁
试验及计算均较简单袁缺点是达到稳定蒸发所需要的时间
较长遥

渊4冤出流法[17]遥Gardner[10]首先提出出流法袁此后袁被 Miller

和 Elrick 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和发展袁改进后考虑了多孔
板阻抗等问题遥出流法将饱和土样置于一个带孔底板的砂

性漏斗或密闭压力室内袁通过对其施加压力袁使土样中的水
分通过多孔板排出袁测定排出水量与时间的关系袁直到达

Burdine 模型为院
K渊专冤=K s专l

乙

专

dx /
h2渊x冤

0

Mualem 模型为院
K渊专冤=K s专l

蓘乙

专

0

乙

dx /
h2渊x冤

1

dx
h2渊x冤

0

乙

1
0

dx
h2渊x冤

渊22冤

蓡

渊23冤

式中院h渊x冤为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曰l 为孔隙弯曲度曰专 为
有效饱和度袁表达式为院
专= 兹-兹r
兹s-兹r

渊24冤

Van Genuehten 渊1980冤 对 2 种 模式的 比较结 果 表 明 袁

Mualem 模式的结果一致性略好于 Burdine 模式遥Mualem 模

型能更为有效地比较不同土壤的水力特性袁对含水量范围应
用更广袁是求土壤导水率的较为广泛的基础方法遥

Brooks-Corey 采用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模型为院
专=渊 hd 冤N
h

渊25冤

将渊25冤代入渊22冤袁积分可得非饱和导水率的表达式为院
K渊专冤=K s专l+1+2/N=K S专M

渊26冤

l+1/N
D渊专冤= K shd专
N渊专s-专r冤

渊27冤

土壤水分扩散率为院

Brooks-Corey 模型形式简单尧未知参数少袁应用广泛袁缺

点是在进气值处存在不连续性遥

到平衡为止遥利用出流公式可以计算出土壤水分运动参数遥

Van Genuchten 采用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模型为院

施加不同压力就可以得出一系列土壤含水率所对应的参

专=

数袁还可根据平衡时的压力和排水量袁得出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遥
直接法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概念尧方法比较清晰袁在土壤
水分运动参数测定上仍然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遥

m

渊28冤

n

将渊28冤代入渊23冤袁积分可得非饱和导水率的表达式为院
K渊专冤=K s专l[1-渊1-专1/m冤m]2

K渊专冤=K s专1/2[1-渊1-专1/m冤m]2

2.2 间接方法
直接测量土壤水力参数耗资尧耗时尧耗力袁且由于土壤
结构的复杂性袁在测定范围上也有较大的限制袁有些情况下
的测量结果是不可靠的遥因此袁对土壤水分运动参数的确定
常使用间接方法[3]袁就是将土壤导水特性和土壤颗粒渊孔隙冤
大小分布尧容重等一些较容易测定的土壤物理特性联系起
来袁进行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的相关研究遥间接方法主要包
括院基于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推求土壤水分运动参数的方
法尧积分方法尧基于土壤水分再分布过程的方法尧土壤转换
函数方法渊PTFs冤遥
渊1冤基于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推求土壤水分运动参数的
方法遥由于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相对容易获得袁并且毛细管
理论揭示了土壤水分特征曲线与土壤孔隙分布之间的关
系袁而土壤的非饱和导水率又是孔隙结构的函数袁通过对
土壤孔隙分布特征的概化袁建立了土壤水分特征曲线与非
饱和导水率间的函数关系袁最有代表性的是 Burdine

1
蓘 1+渊琢h冤
蓡

[18]

和

Mualem [19] 建立的由土壤水分特征曲线预报非饱和导水率

的模型遥基于这些模型袁Brooks-Corey 和 Van Genuchten 先

渊m=1- 1 冤
n
渊l=1/2冤

渊29冤
渊30冤

土壤水分扩散率为院
D渊专冤= 渊1-m冤K s专
琢m渊兹s-兹r冤

1/2-1/m

[渊1-专1/m冤-m+渊1-专1/m冤m-2]

渊31冤

Van Genuchten 模型形式复杂袁未知参数多袁但因其具有

连续性袁所以适用范围较广袁应用也较广泛遥

渊2冤积分方法遥邵明安渊1998冤提出了一个通过水平入渗

试验测定 Van Genuchten 水分运动参数的方法遥这种方法只

需要测量作为时间函数的入渗率和湿润锋遥土壤水分特征曲
线和非饱和导水率曲线采用 Van Genuchten 模式袁即为院
兹=兹r+渊兹s-兹r冤[1+渊琢|h|n冤-m

渊32冤

其中 m=1- 1 遥所以袁如果已知饱和含水量 兹s尧滞留含水
n

量 兹r 和饱和导水率 K s袁只有 2 个独立的土壤水分运动参数 琢
和 n 需要确定遥通过积分计算得到院
琢= 2K s
sd
n=

蓘 m1 蓸 兹兹 -兹-兹 蔀 蓡

s
d渊兹s-兹i冤-s

s

i

s

r

1/n

渊33冤
渊3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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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袁参数 琢 和 n 就可以通过测定饱和导水率尧特征湿

润长度和吸渗率得到遥有了这 2 个重要参数袁加上一些可

简单测定的参数袁就可发得到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和非饱和导
水率遥
渊3冤基于土壤水分再分布过程的方法遥邵明安渊1985冤以
土壤水分运动的基本方程及湿润锋湿度与土壤剖面平均湿
度的函数关系为理论基础袁提出根据土壤水分再分布过程
求土壤导水参数的理念袁具有计算简单袁花费小袁不需要特
殊装置袁只需要确定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袁就可以通过简单的
试验求得 K 和 D 值袁准确度高袁尤其在低湿度条件下袁甚至
在永久凋萎点袁土壤的导水参数仍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准
确性遥
室内试验中袁邵明安[20]假定湿润锋湿度渊兹冤与平均湿度

渊兹冤之间呈幂函数关系 兹=匮兹b,根据垂直一维土壤水分入渗再
分布推导出和的函数表达式为院
K渊兹冤=
D(兹冤=

HV 吟兹C渊兹冤

匮1b兹

渊1+b1 冤

+HC渊兹冤

HV吟兹

匮1b兹

渊1+b1 冤

+HC渊兹冤

渊35冤
渊36冤

式中院H 为湿润层的总水量曰V =dz/dt袁为湿润锋的前进

速度曰吟兹 为湿润锋湿度与该处初始湿度之差袁与土壤质地
有关遥该方法只适宜中尧低含水量范围内的土壤袁土壤含水
量较高时无法应用遥
渊4冤土壤转换函数方法渊PTFs冤遥利用土壤容重尧质地尧颗
粒大小分布和有机质含量等资料来求得非饱和土壤水分运
动参数的方法称土壤传递函数法遥由于上述数据较容易测
定和获得袁因而土壤传递函数法应用较广遥研究者利用以
上数据通过建立半物理概念模型尧数字高程模型[21]尧神经网
络法渊ANN冤等模型和线性回归方程等来推求土壤水分运动
参数遥
3 结语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袁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

展袁以及各个学科间的相互渗透袁土壤水的研究已经进入
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遥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的研究及其
相关参数的确定经历了由经验到理论尧定性到定量的转变袁
并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遥由国内外的研究可
以看出袁对非饱和土壤水运动及其参数的测定越来越依赖
于科学研究的手段和先进的仪器设备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袁计算机模型尧数值模拟[22]尧自动测定装置等已经成为预测
水与溶质在土壤中的运移和管理水土资源研究中必不可少
的工具袁已经成为土壤水分运动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遥但土
渊上接第 264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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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水分运动等相关方面计算机应用研究还不完善袁还需要进
一步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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