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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下水2土壤水2大气水界面水分转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根据各种研究的出发点和侧

重点,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界面水分转化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和各种研究方法的原理、优缺点和今后

的研究方向。分析指出, 界面水分转化的确定在小尺度范围内已取得很大进展, 但是多数方法偏

重于均匀下垫面均一介质条件下的水分交换研究, 对于不均匀下垫面非均一条件下的水分交换问

题和区域尺度问题未能很好的解决。在各种研究方法中值得注意的是遥感法、数值法和综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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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地下水2土壤水2大气水界面水分交换

示意图
　11 降水入渗补给土壤水; 21 土壤水入渗补给地下

水; 31 地下水补给土壤水 (地下水蒸发) ; 41 土壤
水腾发 (作物腾发)

　F ig111 D iagram of w ater exchange th rough
in terfaces betw een groundw ater,

so il mo istu re o r atmop sheric w ater

地下水、土壤水和大气水是水资源系统的有机组

成部分。将“三水”区分开来又联系在一起的是变动

的潜水面和裸露的或植物覆盖的地表面, 统称为水分

转化界面。通过水分转化界面, 地下水、土壤水和大

气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图 1)。

构建统一水资源系统模型的关键之一是地下水、

土壤水、大气水和地表水转化规律的研究, 而不同形

式水分转化规律研究的基础是界面水分转化的研究。

本文主要讨论直接参与农田水分循环的地下水、土壤

水和大气水。降水对地下水补给和地下水蒸发的确定

直接决定地下水资源评价的精度。在地下水位埋深较

浅的地区, 地下水对土壤水的补给 (即地下水蒸发) 对

于农田非充分灌溉有很大的价值。合理的灌溉制度、灌

溉方式和灌溉时间的确定, 土壤表面水分蒸发的控制,

节水型农业和旱作农业的研究以及许多水利工程的建

设, 都需要研究土壤水腾发问题。区域陆面腾发和大

气降水入渗的研究对于构建区域与全球气候和水文循环模型, 评估环境变化对自然及农业生态

系统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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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气象和地表因素出发确定大气水2土壤水界面水分转化

利用气象和地表因素, 主要用于确定土壤水腾发。土壤水腾发包括土面蒸发和植物蒸腾。尽

管有将两者分开研究建立数学模型的[1, 2 ] , 但大多数研究将两者合一进行。

111　经验公式或数理统计法

经验公式或数理统计法是在研究土壤水腾发机理的基础上, 从影响腾发量的诸因素中选取

若干主要因素 (如水面蒸发、气温、辐射等) , 根据试验观测资料分析这些主要因素与腾发量之

间存在的数量关系, 最后归纳成某种形式的经验公式或半经验公式[3 ] , 或者根据已测得的腾发量

数据分析腾发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建立腾发量时序模型。

基于水面蒸发的公式有布莱斯基2尚兹公式 (1917) , 仅需水面蒸发资料, 在湿润地区或水稻

种植区应用效果较好, 但在干旱地区则不太理想。基于气温的公式有 T ho rn thw aite 公式

(1948) , B laney2C riddel 公式 (1950) , L inacre 公式 (1977) 和康绍忠公式 (1985)。T ho rn thw ite

公式是在气温与辐射高度相关的北美大陆考虑了昼长、计算时段天数、年热量指数和月平均气

温等参数的估算作物腾发的公式, 然后通过作物系数换算成作物的实际腾发量。该公式多用于

只有气温观测数据的地区。B laney2C riddel 公式考虑了日平均气温、日平均昼长占全年昼长时数

百分比及温度、风速和灌溉数据等因素, 适用范围和精度有了较大提高。L inacre 公式仅需高程、

纬度、日最高最低温度和平均温度, 较为简便。康绍忠公式以气温、日照和风速为参数, 适用

于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 计算结果表明精度较为可靠[4 ]。基于太阳辐射的公式有M akk ink

公式 (1957) , 回归模型 (A slyng, 1974) 和 Jen sen2H aise 公式 (1963) 等。M akk ink 公式适用

于湿冷气候区, 在干旱区则不太适用。回归模型认为腾发量与辐射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 计算

简单, 但公式高度的经验性限制了其应用。Jen sen2H aise 公式适用于非平流条件下, 有平流时往

往低估腾发量。

土壤水腾发量随时间而变化。根据大量的周、月或年腾发量数据进行时序分析建立腾发量

的时间序列或随机统计模型, 为预测未来腾发量, 进行农田实时灌溉创造了有利条件[5 ]。R hend

和 B ras (1981) 讨论了腾发量的不确定性对灌溉时间的影响, 建立了一阶自回归模型 (A R

(1) ) 来预测作物腾发量。Gup ta 和Chauhan (1986) 将水稻十年生长期的作物腾发量和有效降

水量看作一个连续的序列, 建立了二阶自回归模型 (A R (2) )。H am eed 和M arino (1993) 应

用 20 年的月蒸发数据, 得到了参考作物腾发量序列, 建立了以温度为参数的动力回归模型。

M ohan 和A rum ugam (1995) 应用 15 年的周参考作物腾发量建立了季节性A R IM A 模型和

W in ter 指数平滑模型, 模型预测误差较小, 在实时灌溉中可望得到应用。

112　微气象学方法

应用微气象学方法确定农田蒸发蒸腾, 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微气象学方法包括能量平

衡法、空气动力学法、能量平衡2空气动力学法和涡度相关技术等。能量平衡法以地表能量平衡

方程为基础, 精度较高, 但公式中热量交换系数和水汽交换系数相等的假定只有在均一下垫面

情况下才是正确的[6 ] , 因此在平流逆温和非均匀平流条件下, 该法测量结果会产生误差。空气动

力学法根据近地表气象要素梯度和湍流扩展系数求出某一点处的潜热通量, Slayer 和M cllo ry

(1961) 指出空气动力学法在使用范围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P ru it t 和L ou ren se (1966) 对方法的

其它限制作了阐述。能量平衡2空气动力学法将地表能量平衡方程和空气动力学理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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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的是在 Penm an 公式 (1948)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Penm an2M on teith 公式 (1965) , 但公

式中的阻抗系数难以估算, 直接影响了方法的适用性。涡度相关技术基于不连续涡流中水汽浓

度和涡流上下运动的测量, 物理基础坚实, 测量精度高, 使蒸渗仪和其它方法测定腾发量受到

有力挑战[7 ] , 但仪器制造复杂, 维护困难, 大大限制了其应用。

113　遥感法

遥感法通过卫星或飞机的高精度辐射探头, 在高空遥测地表表面温度和地表光谱反射率等

参数, 结合地面气象、植被和土壤要素的观测来估算土壤水的腾发量[8 ]。遥感法既适用于田间尺

度测定, 又适用于大面积范围测定, 是唯一一种有效经济测定区域和全球陆面蒸发的技术[9 ]。根

据遥感数据, 已先后建立了经验或统计模型、物理分析模型和数值模型来估算不同时间和空间

尺度的腾发量。数值模型可以模拟腾发的时间变化, 但需要很多与土壤和植被有关的输入参数,

这些参数在区域尺度上不易获得, 目前的研究趋势是尽量减少所需输入的参数。本质上所有能

量平衡模型都基于有效能 (A vailab le energy) 的测算。但是地表特征的空间变异、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和辐射探头的技术性能, 使该方法应用受到诸多限制, Ku stas 和N o rm an (1996) 将这

些限制因素总结为八个方面。

此外, 大多数腾发模型利用短波和红外波段范围的遥感数据来确定边界条件, 但是辐射表

面温度和空气动力学温度相等的假定是有条件的, 且光学感件不能穿过云层, 因而目前开始应

用微波波段来测定表面湿度和表面温度。最有希望的方法是将表面温度的变化速率 (或表面温

度和植被指数) 和大气边界层模型相耦合。

2　从土壤水出发确定土壤水2大气水界面和土壤水2地下水界面水分转化

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土壤水、土壤水入渗补给地下水、地下水补给土壤水 (地下水蒸发) 和

土壤水腾发可通过土壤水含水量、土水势、土壤水温、土壤水化学成分等与土壤水有关的因素

来测定和估算。目前的研究方法中, 既有能够确定这四个量的通用方法, 又有分别确定这四个

量的单独方法。

211　通用方法

21111　土壤水量平衡法

根据水量守恒定律, 对土壤层 (或包气带) 可以写出水量平衡方程, 只要能弄清计算区域

边界范围内外的水分交换量, 取得水量平衡分量的测定值, 就可以得到所求分量的值。该方法

的优点是限制条件少, 适用范围大。方法的精度依赖于各平衡分量测定方法和技术的提高。在

各分量测定中, 有效降水量、地下水补给量和土壤水腾发量较难确定。例如, 用土壤水量平衡

法估算地下水补给量, 测定较为困难的是土壤水分变化和土壤水腾发量,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土

壤水腾发量的测定往往有很大的误差, 从而影响了地下水补给量的估算精度[10 ]。随着测试技术

的发展和各分量测定方法的改进, 该方法的精度得到了很大提高。由于该方法是从计算区域内

水量收入和支出的差额推求所求量, 难以确切反映所求量的动态变化过程, 因此该方法一般用

于较长时间 (如一周以上) 的测定。

21112　零通量面法

根据土壤剖面上土水势的变化确定土水势变化梯度为零的面 (零通量面) , 零通量面以下土

壤含水量的变化为地下水补给量 (含地下水蒸发) , 零通量面以上土壤含水量的变化为土壤水腾

发量。方法的精度取决于零通量面的确定和土壤含水量的测定。这一方法的应用取得了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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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11 ]。不幸的是, 零通量面法的存在是有条件的, 在雨季频繁降水时期, 土壤很快形成入渗型

的水势剖面导致零通量面消失[11 ]。如果零通量面出现在植物根系层内, 零通量面法也不能应用。

邱景唐 (1992) 指出, 用零通量面法计算潜水蒸发量和补给量, 在潜水位深埋区有较好的适用

性[12 ] , 为了弥补零通量面法的不足, 雷志栋等 (1988) 提出了零通量面法和定位通量法相结合

的方法[13 ] , 但公式中含有非饱和渗透系数。

21113　测渗学方法 (蒸渗仪方法)

测渗学方法是直接测定土壤水腾发、地下水补给和蒸发的有效方法, 其测量结果常用来衡

量其它方法效果的好坏。根据测量对象, 测试仪器可分为两类: 用于测量土壤水腾发的蒸渗仪

和用于测量地下水补给和蒸发的地中渗透仪 (含蒸发筒)。A boukhaled (1982) 对各种蒸渗仪的

设计、建造、性能和缺陷进行了详细总结[14 ] , M arek 等 (1988) 对美国称重式蒸渗仪进行了归

纳[15 ]。结果表明, 蒸渗仪很少超过 215 m 的土壤深度, 精度最高可达 0101mm。随着地下水、土

壤水和大气水研究的深入, 李宝庆等 (1991) 设计和制造了同时具有蒸渗仪和地中渗透仪功能

的新型大型称重式蒸渗仪, 能够同时测定土壤水腾发、地下水补给和蒸发, 直径 2 m , 深 5 m ,

精度达 0102 mm [16 ] , 为研究地下水蒸发对土壤水腾发的“贡献”开辟了新途径。蒸渗仪建造耗

时长, 技术复杂, 费用昂贵, 需要土方开挖, 从而对周围土壤和植物生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另外, 蒸渗仪的土壤条件和植物生长受器壁等边界效应的影响与大田有所差异, 同时蒸渗仪不

能反映由自然因素和人类作用引起的空间变异性。

21114　数值模拟方法

数值模拟方法是在土壤水分运移理论基础上于 8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 在求解土壤水入渗、

地下水补给和蒸发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果。Ph ilip (1957, 1969) 在R ichard 方程 (1931) 的基础

上完善了入渗理论, 建立了土壤水运动方程和土壤水热运动方程[17 ]。雷志栋 (1988) 全面概括

了数值模拟方法的理论、发展和应用情况[18 ]。在特定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下, 求解土壤水运动

方程获得了简单情况下地表入渗率或地下水补给量的解析解或半解析解, 为理解土壤水分运动

机理提供了有利条件。随后采用有限差分法或有限单元法模拟在较复杂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

下的土壤水分运动, 以了解入渗、补给的动态变化。Chanzy (1993) 利用土壤水热运移方程用

有限单元法研究了地表土壤含水量和土面蒸发量的关系[19 ] , 提出一个输入参数较少的计算公

式。J inquan W u 等 (1996) 利用有限单元法模拟结果按潜水位埋深将地下水分为三类, 并对每

类地下水建立了降水和地下水补给之间的关系[20 ]。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所建立的数值模型都

需要土壤水分运动参数 (如非饱和渗透系数、比水容量等) , 这些参数如非饱和渗透系数是土壤

含水量或土水势的函数, 无论室内还是野外测定都存在困难, 特别是在土壤干燥的情况下, 含

水量的微小变化会引起非饱和渗透系数的很大差异, 因此数值模拟方法对于复杂条件下的土壤

水分运动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212　其它方法

21211　地下水蒸发

针对影响地下水蒸发因素的不确定性, 根据已有的观测数据, 总结出估算地下水蒸发的经

验公式, 仍将是地下水蒸发研究的途径之一。影响地下水蒸发的主要因素有气象因素、地下水

位埋深、土壤质地和物理特性等, 已有的经验公式也主要考虑了这些因素。阿维扬诺夫公式、叶

水庭公式和张朝新公式[21 ]均认为潜水蒸发系数 (潜水蒸发量ö水面蒸发量) 与潜水位埋深呈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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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 与蒸发能力无关。沈立昌公式①考虑了潜水位埋深与蒸发能力, 一般拟合实测资料

较好, 但结构形式尚有不足之处。雷志栋公式[22 ]既考虑了土壤输水特征, 又考虑了土面蒸发, 效

果较好。唐海行 (1989) 对雷志栋公式进行了改进和完善[21 ]。此外, 还有用土壤水吸力来推求

潜水蒸发的公式[23 ]。

21212　地下水补给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 (年降水量小于 700 mm ) , A llison 等认为应用化学和同位素法确定地下

水补给量比其它方法效果要好[24 ]。在地下水补给研究中, 常用的天然示踪剂有3H , 14C, 36C l,
18O , 2H , 13C 和C l, 其中3H , 2H 和18O 本身是水分子的组成元素, 用于模拟地下水分运动是最精确

的, C l 平衡技术的应用是最简单最便宜最普遍的。该方法的优点是能综合反映包气带中影响水

分运动的各种过程。但是它只能对地下水补给量进行间接估算, 土壤水分的入渗机制会影响测

量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 它也不能克服地下水补给的空间变异问题。

大气降水入渗补给潜水存在着滞后效应。降雨量、降雨历时、降雨间隔和包气带岩性与厚

度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地下水补给量随时间不断发生着变化。Besbes 等 (1984) 用参数转换函数,

M o rel- Seytoux (1984) 从入渗理论推导出一个近似表达式。李云峰 (1997) 采用瑞利分布来

描述一次降雨后地下水补给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25～ 27 ], 虽假定在入渗过程中不存在水分向上的

运动, 却是颇为有益的尝试。J inquan W u 等 (1996) 考虑了蒸发对补给过程的影响, 在用 Χ分

布研究一次降雨补给地下水的基础上利用叠加原理得到一系列降雨对地下水补给的响应函数模

型, 计算结果与实测值拟合较好[28 ]。

3　从地下水出发确定地下水2土壤水界面水分转化

地下水补给量和蒸发量可通过地下水位水文地质参数等与地下水有关的因素来确定。

311　地下水动态分析法

根据地下水动态长期观测资料, 有两种途径来计算地下水补给量或蒸发量。一种是根据公

式Q = Λ (z ) ∃h。式中Q 为地下水补给量或蒸发量, Λ (z ) 为依水位埋深而变的给水度, ∃h 为

地下水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这种方法概念明确, 计算简便, 但要求有较多的地下水动态资料, 而

且式中的给水度因测定方法的不同易引起测量误差, ∃h 的测定受到地下水径流的影响[30 ]。另一

种是根据地下水位和地下水补给量的历史观测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数学模型。E rik sson (1970) 和

R enno ls 等 (1980) 分别建立的一阶自回归模型有两个假定: 模型参数不随时间发生变化, 降水

与地下水位之间不存在滞后效应。V isw anathan (1984) 所建模型通过引进“遗忘”因子和采用

最小二乘法估算模型参数克服了这两个问题[30, 31 ]。

312　数值模型反演法

数值模型是根据地下水水量守恒原理建立起来的。数值模型在用于求解渗流区的水头分布

规律时, 称正演; 在用水文地质勘探资料和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反求地下水补给量和蒸发量时,

称反演[32 ]。数值模型反演法求地下水补给量与蒸发量和传统的地下水量平衡法相比有很大的优

点[33 ] , 它不仅可以得到区域范围内各子区的地下水补给量和蒸发量, 而且还可以反映这些量的

动态变化规律。模型计算需要大量的资料, 如含水层分布、水文地质参数、地下水位、地下水

开采情况等, 这些资料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方法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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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得出, 地下水2土壤水2大气水界面水分转化的确定在小尺度范围内已取

得很大进展, 但是多数方法偏重于均匀下垫面均一介质条件下的水分转化研究, 对于不均匀下

垫面非均一条件下, 由空间变异和时间变化所引起的优先流问题和区域尺度问题等还未能很好

的解决。复杂条件下界面水分转化的机理研究和区域尺度测定是今后研究所面临的课题之一, 在

各种研究方法中, 值得注意的是遥感法、数值法和综合方法。此外, 各分量之间关系如地下水

蒸发对土壤水腾发的贡献的研究, 也已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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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 iew on W ater Exchange through In terface between

Groundwater, So il M o isture or A tm ospher ic W ater
Yang J ianfeng

( Institu te of Geog rap hy , CA S , B eij ing 100101)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 if icance to quan t ify w ater exchange th rough in terface

betw een groundw ater, so il mo istu re o r a tmo spheric w ater. A n overview of

advances in w ater exchange research th rough in terfaces is p resen ted in th is paper

from th ree aspects, acco rd ing to start ing po in t and emphasis of these researches.

T he summ ary show s that m uch developm en t in sm all sca le m easu rem en t has been

acqu ired, bu t mo st m ethods have no t been so lved heterogeneou s p rob lem and

regional p rob lem successfu lly. O f all research m ethods, remo te sen sing, num erica l

m ethod and com b inat ion m ethod appear to be mo st p rom ising.

Key words: g roundw ater; so il mo istu re; a tmo spheric w ater; in terface;

w ater exchange; reg ional sca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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