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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水分是作物生长、植被恢复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限制性因素。从降雨入渗及再分布、土壤水量转化

以及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等几方面概述了黄土区坡地土壤水分运动与转化研究进展, 认为应该把坡面土壤 植物

大气作为一个物理上的连续统一体, 以大气水、地表水、植物水和土壤水相互转化过程和机制为基础, 研究坡面土

壤 植被 大气界面水分运动和转化规律, 为植被恢复重建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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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半干旱地区为主的黄土高原地区, 自然环境十分脆弱, 生态环境极端恶化, 严重的土壤侵蚀和频繁的干

旱并存是其主要的特征。该区 90%的耕地实行旱作农业, 坡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70% , 其土壤侵蚀占总

侵蚀量的 50%~ 60% [ 1]。因此, 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是减少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实现该区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的有效途径。但是, 大范围、大面积的退耕还林还草必须依据土壤水分在坡面的分布, 配置相应的林草植

被。如果盲目退耕还林还草, 不考虑土壤水分生态条件, 人工植被建设有可能反而加剧水土流失, 导致新的生

态环境恶化。显然, 土壤水分作为作物生长、植被恢复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 研究其运动与转化规

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降雨入渗及再分布、土壤水量转化以及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等几个方面概述

坡地土壤水分运动与转化的研究进展, 以期实现有限水资源的最优调控和水土保持措施的优化配置, 从而促进

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保障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

1 降雨入渗及再分布

土壤水分运动与转化与降雨入渗、产流以及入渗后的再分布过程密切相关。降雨入渗是土壤水分的直接来

源, 而入渗后的再分布过程则决定着不同时间和不同深度土壤保持的水量, 直接影响植物的水分收支。

1 1 入渗过程及再分布

入渗是指水分进入土壤的过程, 是自然界水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降雨入渗开始时, 土壤的入渗率

较高, 尤其是初始干燥的土壤, 但随后逐渐降低, 并最终趋于一个稳定值。当降雨强度大于土壤入渗率时, 地

表开始积水。以地表开始积水时间为界, 可将降雨入渗过程划分为供水控制(或通量控制)阶段和土壤入渗能力

控制(或剖面控制)阶段[ 2]。前一阶段为无压入渗或自由入渗, 土壤入渗率等于降雨强度; 后一阶段为积水入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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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压入渗,土壤入渗率与降雨强度无关。而入渗后的再分布, 是指降雨入渗停止后, 在无地下水补给的条件

下, 水分在重力和吸力梯度的作用下继续向土壤深层移动的过程。

降雨对入渗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3]。降雨的直接影响表现为雨型、降雨强度变化过程对积水

前入渗过程、开始积水的时间、积水持续时间和积水后入渗过程的影响。其中, 开始积水的时间和积水后入渗

率的确定是关键。在地表开始形成积水前, 湿润锋运移速度与降雨强度有关, 但积水后, 湿润锋运移速度与剖

面含水量有关而与降雨强度无关[ 4]。降雨的间接影响表现在降雨使地表产生结皮, 从而影响入渗过程, 其中雨

滴的大小组成、雨滴的终点速度和降雨强度是影响土壤结皮的关键因素。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山坡水文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许多学者对坡地降雨入渗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坡

地非饱和带中, 由于土壤透水性随深度增加逐渐减小, 入渗雨水可能沿土层界面流动而形成壤中流, 尤其在森

林流域[ 5, 6]。壤中流是指入渗水分在土壤内的流动, 包括水分在土壤内的垂直下渗和水平侧流。壤中流对水分

在土壤中的再分配和流域径流产生过程有重要影响, 对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的形成与变化有重要作用, 是区别

传统Horton入渗模型的核心[ 7]。壤中流模型主要有3类, 即Richards模型、动力波模型和贮水 泄流模型[ 8]。其

中贮水 泄流模型求解过程简单, 而且精度较高, 可对暴雨洪水过程进行快速预报, 便于推广应用于整个流域

的水文计算[ 9]。Richards模型虽然求解过程与结果非常复杂, 需应用有限元或有限差分法求解, 难以对暴雨洪

水过程进行快速预报, 但在求解土壤含水量时具有较高的精度, 常用来求解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

不考虑滞后作用的均质、各向同性二维坡地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基本方程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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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为时间; 为容积含水量; D 为土壤水分扩散率; 为坡度; K 为土壤非饱和导水率; 坐标原点位于

地表, s 轴以沿坡向下为正; n 轴以垂直坡面向下为正。当初始含水量均一时, 在坡地表层结皮以下某一距离

处土壤含水量(包含其它一些性质)达到空间平衡,其变化与沿坡向下坐标 s 无关而仅与时间 t 和坡面法向坐标n

有关, 此时式( 1)可变为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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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30!时,坡地法向入渗可简化为一维垂直入渗。沈冰和王文焰
[ 4]
、Jackson

[ 11]
等得到了上述类似结论, 认为降

雨初期湿润锋与坡面平行,随后入渗由坡面法向逐渐变成铅垂方向。张启昌等[ 12]通过挖剖面的方式, 观测了降

雨条件下黄土低山丘陵湿润锋的运动规律,认为湿润锋的下行深度与降雨历时和降雨强度呈正相关,土地利用方

式不同,湿润锋的下行深度也不一样。对于等高线同中心且具有单一坡度的发散( divergent )、汇聚( convergent )坡

或者凹、凸型坡, Philip
[ 13, 14]

研究表明, 当等高线半径或坡面总曲率的倒数大于 10倍特征入渗深度( characterist ic

infiltration length)时,可以不考虑坡型对入渗的影响, 特征入渗深度 l grav可以表示为

lgrav =
S
2

( K1 - K 0) ( 1- 0)
(3)

式中 S 为吸力; 0 为初始容积含水量; 1为土壤表面容积含水量; K 1、K 0 分别为对应于 1和 0的导水率。

但是, 上述研究结果是在初始含水量均一的均质、各向同性坡地上得到的。

分层和各向异性土壤有利于壤中流的产生, 尤其是透水性强的土层位于透水性弱的土层之上时, 降雨期间

甚至会产生饱和侧向沿坡向下流。降雨停止后, 饱和壤中流逐渐转变为非饱和壤中流, 使土壤水分含量由坡顶

到坡脚递增。对初始含水量均一的均质、各向同性二维坡地, Philip [ 10]认为降雨入渗时毛管吸力和重力的作用

会产生侧向沿坡向下流。但 Jackson[ 11]认为, 降雨入渗时只有高各向异性的土壤才会产生侧向沿坡向下非饱和

流。降雨停止后, 由于土壤表面成为了一个无流量边界(忽略蒸发作用) , 将产生几乎平行坡面的沿坡向下非饱

和流[ 4, 11]。沈冰和王文焰[ 4]室内模拟降雨试验表明, 黄土坡地由于层间土壤容重差异不大, 降雨期间壤中流可

以忽略不计(坡度为 10%~ 20%时, 沿坡向水流速度为 2~ 5 mm/ d)。张书函等[ 15]、刘贤赵和康绍忠[ 16]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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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然降雨条件下坡地的土壤水分运动, 并分别考虑了土壤结皮和滞后作用的影响, 认为产流时坡脚积水深度

大于坡顶是导致坡脚土壤水分较高的原因, 但对降雨期间雨水的入渗规律以及入渗水分在坡面的再分布过程分

析不够。滞后作用对土壤水分的再分布过程有重要影响, 尤其在长历时的蒸发条件下, 滞后作用将降低再分布

过程土壤水分的迁移速率, 从而推迟土壤水分再分布过程; 但在降雨入渗时, 滞后作用将加快入渗率, 提高土

壤的入渗性能[ 16]。

1 2 入渗理论及模型

降雨入渗主要是非饱和土壤水分的运动过程。Darcy 通过实验提出了描述饱和土壤水分运动的基本规律, 由

此开始了产流机制研究的土壤物理学途径。Richards对达西定律进行修正, 认为其可以适用于非饱和条件, 从而

推动了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研究的发展。Green 和 Ampt、Kostiakov、Horton、Philip、Holtan、Smith 以及 Smith和

Parlange等分别建立了一定条件下的入渗模型, 推动了入渗研究的发展[ 2]。其中, Green Ampt和 Philip公式都是根

据较严密的入渗理论和数值解推导出来的, 但它们是在积水条件下得到的, 与降雨条件下的入渗有很大的区别。

对于降雨条件下的入渗, Smith和 Smith Parlange等提出了可以计算地表开始积水时间的入渗模型。另外, Mein和

Larson将 Green Ampt模型应用于降雨入渗研究中, 也导出了可以计算开始积水时间的函数表达式[ 2]。Chu提出了

变雨强下入渗的计算方法, 在变雨强条件下, 非积水入渗与积水入渗两种状态交替发生, 具体方法是将天然降雨

过程按强度划分成若干时段, 使各时段内雨强相对稳定, 然后用Mein Larson方法逐时段计算, 分别求取各时段的

积水时间; 范荣生和张炳勋用水文参数取代Mein Larson方程中的土壤物理参数, 提出了在黄土高原地区计算入渗

的模型, 考虑了土壤特性和植被条件的影响[ 17]。蒋定生和黄国俊[ 18]在分析Kostiakov和Horton入渗模型的基础上,

结合黄土高原大量野外实测资料, 提出了积水条件下的入渗公式。目前, 土壤水分入渗研究主要集中在 Green

Ampt模型的修正以及 Philip和Parlange入渗方程的求解两方面[ 19]。经过修正的 Green Ampt模型能适用于非均质土

壤或初始含水量不均一的情况, 但是仍然难以确定湿润锋处的土壤水势。

尽管人们对降雨入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提出了各种计算公式, 但主要局限于单点入渗的研究, 没有涉

及到径流运动的基本条件, 也没有考虑降雨及入渗的空间变异性等问题[ 17]。

1 3 坡地产流

坡地产流(常指地表径流)与降雨入渗密切相关, 是下垫面对降雨的再分配过程。产流机理主要有 3种:超

渗产流、蓄满产流以及两者混合的产流理论。黄土高原地区由于土层深厚, 地下水埋藏深, 因而常为超渗产

流。国内外众多学者主要从水土保持和水文学的角度出发, 对坡地产流过程及机理进行了大量野外观测和试验

研究。

Dunne对坡面径流现象、坡面流速等作了系统论述, 描述了坡地径流形成过程和各种现象, 为坡地水文研

究奠定了基础; Freeze系统提出了坡地水文数学模型, 该模型主要包括坡面漫流和壤中流两个部分, 推动了山

地水文研究的进展[ 7]。国内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降雨- 入渗- 产流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贾志军等[ 20]认为坡

耕地产流时间随土壤前期含水量的增加呈幂函数衰减, 径流系数与土壤前期含水量呈线性正相关; 土壤前期含

水量越高, 非稳定产流速率愈大, 达到稳定产流速率的时间愈早。王玉宽等
[ 21]
利用室内人工模拟降雨试验,

研究了黄土高原坡面降雨产流起始时间和入渗率与降雨强度的关系, 以及入渗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得到了不

同坡度下黄绵土裸地降雨产流过程的回归方程, 并用该方程推算了陕北纸坊沟小流域坡面的产流过程及产流

量, 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当吻合。张光辉和梁一民[ 22]运用野外人工模拟降雨方法研究了黄土丘陵区人工草地径

流起始时间与降雨强度、草地覆盖度以及土壤前期含水量之间的关系, 认为当有植被覆盖时, 径流起始时间与

降雨强度和草地覆盖度密切相关; 无植被覆盖时, 径流起始时间则与降雨强度和土壤前期含水量有关。沈冰

等[ 23]分析了短历时降雨强度对黄土坡地径流形成的影响, 认为产流过程取决于雨强和入渗率的关系, 局部面

积汇流时雨强与坡面漫流量呈非线性关系, 全面汇流时二者呈线性关系。贺康宁等
[ 24]
通过分析晋西黄土残塬

沟壑区水土保持林坡面的产流规律认为, 径流的发生主要取决于雨强和土壤性质, 降雨量与径流量的关系不明

显。袁建平等[ 25]通过野外人工降雨试验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影响坡地降雨产流起始时间的各种因子, 认为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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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产流起始时间的主要因子为承雨强度和植被覆盖度, 农地、裸地则为承雨强度、坡度和土壤初始含水量,

并建立了可以由植被覆盖度、承雨强度、坡度和土壤初始含水量预测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产流起始时间的回归

方程。黄明斌等[ 26]分析了坡地农田和草地降雨产流过程, 提出了一种利用降雨产流资料计算坡地单元平均入

渗率的方法, 认为坡地单元平均入渗率随坡度的增加呈指数衰减。

坡面产流研究虽有很长历史, 但对它的数学求解还只有 30多年。60年代后期Woolhiser 和 Ligget将运动波

模型引入坡面水流研究, 大大简化了计算工作, 促进了坡地产流研究的发展。由于坡面流的运动波波数一般远

大于 10, 所以运动波模型在坡面产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运动波模型最初只适宜描述均质坡面上的一

维流, 忽视了坡面土壤物理特征的空间变异性。Zhang和 Cundy[ 27]建立了一个考虑土壤物理特征空间变异性(包

括地表糙率、入渗以及微地貌)的二维坡地产流模型, 认为微地貌是影响径流深度、流速以及流向空间变异性的

主要因素。近来, 运动波理论日趋完善, 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坡面径流过程、流域水文过程等常用的一种方法。

一定坡度、坡宽和粗糙度斜坡上的地表流和侧向饱和渗透流可用运动波方程描述为
[ 15, 16, 28]

 h
 t

+ V
 h
 s

+ b
 V
 S = bRa( t ) - f ( s, t ) , Ra( t ) ∀ f ( s , t )

V =
1
ne

sin h
2/ 3

h = 0, V = 0, Ra( t ) = f ( s , t )

(4)

式中 h 为坡面径流深; V 为坡面径流流速; ne 为坡面的有效糙率; Ra ( t )为坡面承雨强度; f ( s , t )为坡面入

渗率; b 为植被截留衰减系数; s 坐标沿坡面向下为正; n 坐标垂直坡面向下为正。杨建英等[ 28]基于运动波理

论的基本方程分析坡面产流机制, 推导出某一时刻坡面任一点的运动波方程的理论解析解。沈冰和王文焰[ 29]

基于运动波理论建立了考虑植被影响的黄土坡地降雨漫流数学模型, 并成功地求解了有效糙率, 提出了通过优

选确定其量值的途径。王百田和王斌瑞[ 30]应用坡面流的运动波理论, 分析了黄土坡面施加防渗剂、拍光和自

然坡面的产流过程, 并确定了模型参数。张书函等
[ 15]
、刘贤赵和康绍忠

[ 16]
运用运动波原理简化圣 维南方程

组, 建立了坡面产流模型。陈力等
[ 31]
利用运动波理论和两次改进的 Green Ampt入渗模型建立了坡面降雨入渗

产流的动力学模型, 并得到了实验资料的良好验证。但是, 上述研究中产流量为整个坡面末端的结果, 没有反

映径流沿坡面的变化过程。目前, 坡地产流理论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坡地降雨入渗和产流的研究还处于初

始阶段, 对入渗和产流的过程及机理还缺乏深入的认识。

2 土壤水量转化

土壤水量转化是以土壤- 植物- 大气连续统一体(SPAC)为基础的, 主要指入渗(降雨或灌溉)水分在土壤内

的运动和转化过程, 如水分下渗补充地下水、地表蒸发和植被蒸腾等。在黄土高原地区, 由于地下水位深, 一

般可以不考虑入渗水分与地下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 土壤水量转化通常以研究地表蒸发、植被蒸腾以及根

系吸水为主。

地表蒸发和植被蒸腾是坡地水量转化和水量平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研究工作的难点: 一是蒸腾、蒸

发的直接测定比较困难; 二是常用的半理论半经验公式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如: 经验公式建立在大量观测资料

的基础上, 具有计算方便、操作简易的优点, 但代表性差, 式中参数一般均随地域而变化, 而理论模型通常建

立在质量守恒和能量平衡的基础上, 物理概念明确, 适应性强, 但都需要一定的气象观测资料; 三是受局部小

气候的影响大, 需要引入不少标定函数。由于作物的棵间蒸发和植株蒸腾是互为消长和难以分开的, 因此常将

二者结合起来考虑, 统称为腾发量或蒸散量。关于腾发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可分为水量平衡法和能量平衡法、紊

流扩散法、模式综合法和经验方法等, 各种理论与方法都有其适用条件和局限性[ 32]。刘昌明和窦清晨[ 33]按蒸

发和蒸腾的的机制对其过程进行了分解, 并通过 SPAC模型分别模拟了蒸发和蒸腾过程, 得到了比较符合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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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计算结果。康绍忠等[ 34]在 SPAC水分传输机理研究的基础上, 建立了包括根区土壤水分动态模拟、作物

根系吸水模拟和蒸发蒸腾模拟 3个子系统的 SPAC水分传输动态模拟模型, 不仅能求出土壤含水量(或基质势)

的时空分布规律,而且还能得到根系吸水分布, 作物蒸腾、土壤蒸发的变化规律, 具有一定的精度。

根系吸水是 SPAC水分传输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植物蒸腾强度密切相关, 是连接土壤水和大气水的纽带。

根系吸水的数学模型有两种: 微观模型和宏观模型[ 35]。微观模型又称单根径向流模型, 常假定植物根系分布

是均匀的, 在根系层中的水吸力也是均匀分布的, 多用于根系吸水机制的研究, 很难应用于根系吸水的定量研

究。宏观模型又叫根系统模型, 不考虑单根的吸水作用, 而是将根系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认为根系在同一土层

深度内均匀分布, 根系吸水为土层深度的函数。该模型是在土壤水分运动基本方程的基础上加一个根系吸水项

而得到。因此, 提出和改进宏观模型的实质在于用不同的吸水项(吸水函数)来刻画根系吸水。根系吸水项中大

多数是以Vanden Honert假定为基础的, 这些公式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意义是明确的, 但由于包含有根阻力、根

水势及有效根密度等一些难于测定的参数, 不便于实际应用; 另一些方法是由蒸腾在根系层垂直方向上消耗水

量的分布来估算根系吸水项; 还有一些研究者假定根系吸水项与土壤含水量或基质势成比例[ 32]。邵明安等[ 36]

在定量分析植物根系吸水物理过程的基础上, 提出了根系吸水宏观数学模型, 比较完满地解决了以往研究中存

在的不足: 根系吸水速率的上下限没有明确规定; 影响根系吸水的因素没有予以较全面的定量考虑等。在上述

研究的基础上, 邵明安[ 37]提出了既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吸水机理又方便应用的简化模型, 包括影响根系吸水

的3大主要因素, 土壤水分、有效根密度以及植物的蒸腾速率。康绍忠等[ 34]通过分析根系吸水强度与土壤含

水量、根系密度分布以及作物蒸腾的关系, 建立了土壤剖面含水量分布不均匀且不充分湿润时的作物根系吸水

模型。邵爱军和李爱昌
[ 38]
通过有限差分法, 利用野外实测土壤剖面基质势资料计算根系吸水速率, 然后利用

非线性多元回归的方法, 建立了包含作物腾发量的根系吸水模型。由于根系吸水速率无法实际测定, 根系吸水

模型通常以模拟含水量(或基质势)与实测值的吻合程度来进行验证。左强等[ 39]研究表明, 含水量(或基质势)

剖面实测值与模拟值的对比不足以论证根系吸水模型的正确与否。当含水量变化较均匀且根系层与下部土层的

水分交换量较小时, 有限差分法、隐式差分法以及数值迭代法模拟获得的根系吸水率剖面非常接近; 但当含水

量变化较为剧烈时, 只有数值迭代法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但数值迭代法的准确性、稳定性、收敛性以及适用

性等问题, 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根系吸水问题研究的发展将主要是从根系吸水的物理过程出发提出其函数表达式, 同时应当更加简便实

用[ 32, 35]。目前, 根系吸水几乎都以农作物作为研究对象, 林草植被根系吸水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

态[ 32]。

3 土壤水分动态变化

降雨入渗后, 土壤中的水分参与 SPAC 水分循环, 其动态变化是气候波动和植被时空动态变化的直接反

映。土壤水分的收支随深度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层次, 根据各层土壤水分测定值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可以划分土

壤水分的剖面层次[ 40~ 42]。土壤剖面水分的变幅一般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变小, 大致可划分为 3个层次: # 速

变层(0~ 30 cm) , 土壤和大气的边界, 受大气降水和蒸发作用土壤水分最为敏感, 水分交换剧烈; ∃ 活跃层( 30

~ 100 cm) , 植物根系因分布较密而耗水较多, 尤其浅根系作物, 该层土壤贮水较低; % 相对稳定层( 100 cm 以

下) , 对浅根系作物该层土壤贮水较多, 对深根系作物该层耗水较多, 土壤水分长期亏缺后雨季也难以得到补偿

恢复。土壤水分动态变化主要受降水和蒸散年内变化的影响, 地形(地貌类型、坡度、坡位以及海拔高度)和土地

利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40, 44, 45]。由于降雨在坡面上再分配的影响, 沿坡各部位土体内贮蓄的水量有较大差

异, 一般坡的中下部水分交换最活跃, 土壤贮水量最大
[ 40]
。因此, 山顶宜种植抗逆性较强的牧草或灌木, 需

水较多的农作物或果树配置在坡的中下部较为合适。不同坡向的土壤湿度差异也较大, 土壤贮水量以北坡为最

高, 其次为西向坡与南向坡。邱扬等[ 45]分析了土壤水分时空分异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认为在丰水年, 土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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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垂直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土地利用与地形; 土壤水分季节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降雨与地形。由于各地气

候、植被类型以及土地利用的差异, 土壤水分年内变化规律有一定的区别, 但一般可分为 3个主要阶段: 旱季

严重亏缺期、雨季补偿恢复期和冬春相对稳定期[ 42, 46, 47]。

关于土壤水分的动态模拟方面, 近来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康绍忠[ 48]在假定土壤水分的变化序列符合时间

序列的通用加法模型的基础上, 对土壤水分的动态变化进行了随机模拟, 但在应用该方法时要注意选择正确的

有效谐波数和自回归模型的阶数。卢玉邦
[ 49]
和罗毅等

[ 50]
分别建立了预测作物根层储水量动态变化的数学模

型, 可以进行田间墒情预报。周维博[ 51]和任理等[ 52]分别对降雨条件下野外层状土壤的水分动态进行了数值模

拟, 姚德良等[ 53]和王绍辉等[ 54]分别建立了考虑根系吸水的模拟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的数值模型。但是, 这些模

型都基于垂向一维土壤水分入渗方程, 难以应用于坡地土壤水分的动态模拟。张兴昌和卢宗凡
[ 47]
认为坡耕地

土壤贮水量动态变化可用双曲线模型来描述, 但这显然难以反映降雨和蒸散的综合影响。李细元和陈国良[ 55]

针对黄土丘陵沟壑区人工草地深层土壤水分严重亏缺问题, 利用系统生态学原理及计算机仿真手段, 建立了休

闲草地土壤水分系统动力学模型, 并利用该模型预测了宁夏固原上黄试区休闲草地不同水文年深层土壤水分恢

复年限, 为人工草地合理轮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较大尺度土壤水分的动态变化, 黄冠华和沈荣开[ 56]在假

定土壤参数和土壤水分变量的随机扰动均为小扰动的条件下, 通过对小尺度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的数学模型进

行平均处理, 推导出描述大尺度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宏观特征的数学模型。傅伯杰等
[ 43]
建立了预测黄土丘陵

区小流域土壤水分空间变化的数学模型, 但该模型没有考虑土壤特征对降雨入渗和土壤水分运动的影响, 只适

宜土壤特征较为均一的坡地流域。

4 结 语

坡地是介于点和流域之间的一种中等尺度系统, 以坡地为对象研究降雨入渗、产流以及入渗水分再分布有

利于揭示土壤水分运动与转化规律, 为植被恢复重建提供理论依据。尽管国内外对坡地土壤水分运动与转化进

行了大量研究, 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 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室内人工降雨条件下初始含水量均一的均质、

各向同性坡地的表层土壤水分运动。野外虽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但对降雨期间坡面水分的入渗规律以及入

渗后的再分布过程分析不够, 而且大部分研究没有将降雨入渗与坡面产流以及土壤水分的动态变化过程结合起

来, 没有综合考虑土壤性质的空间变异性、滞后作用、地表结皮、植被截留以及根系吸水等的影响。如何把坡

面土壤- 植物- 大气作为一个物理上的连续体, 以大气水、地表水、植物水和土壤水相互转化过程和机制为基

础, 研究坡面土壤- 植被- 大气界面水分运动和转化规律, 并进行尺度转换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57, 58]
,

对当前植被恢复重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后, 应该进一步加强野外长期定位试验研究, 系统研究各气候

带、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下降雨入渗产流机制、降雨入渗的补偿深度, 并结合根系吸水分析土壤干层的形成机理

以及土壤水分沿坡面的再分布规律, 为退耕还林还草、确定合理的植被类型以及种植密度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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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hillslope soil water m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n the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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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water is the primary limiting factor for crop growth, vegetation rehabilitat ion and eco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Hillslope soil water m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s reviewed, including rainfall infiltration and soil water redistribution, soil

water transformation, and soil water dynamic change For a successful project of vegetation rehabilitation, soil plant atmo

sphere on the hillslope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a physical continuum, and its interfaces of water movement and transforma

tion should be studied based on the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f atmospheric water, surface water, plant water, and soil wa

ter

Key words: loess plateau; hillslope; soil water; infiltration; redistribution, water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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