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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多孔介质中非均匀流动描述方法和流动模式信息特性。依据流道宽度分布信息, 对 4 组染色示踪试验

的垂直剖面流动区域进行水平分层, 将流道统计信息作为变量, 对水平层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染色比例

和染色区域内流动通道宽度分布是流动聚类分区的主要影响因素。聚类数目为 3 和 8 情况下, 能够最为有效地表征

非均匀流动模式。以垂直方向流动为主, 且流动通道连续的情况下, 流动分区主要包括全局性均匀流、局部均匀

流、均匀流向非均匀流过渡区, 以及优先流区。水平方向流动特性较为显著的情况下, 则存在多个均匀流向非均匀

流动的过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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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介质结构的空间变异性以及各向异性, 流动更多的表现出非均匀性, 即使在均匀的介质结构中, 在流

动非线性(不稳定性)的影响下, 仍然可能出现指状流现象
[ 1~ 3]
。染色示踪技术在土壤优先流特性描述

[ 4]
, 土壤

耕作状况对于水流运动的影响[ 5] , 以及土壤非均匀流动尺度特性[ 6]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总

的来说, 现有的研究更加注重将非均匀模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对于非均匀流动的描述方法以及非均匀流

动模式的信息特性则仍然缺乏较为系统的认识。本文对 4组水流运动染色示踪试验的流动模式进行分层和系统

聚类分析, 研究非均匀流动性质, 探讨非均匀流动描述方法。

1 非均匀流动染色示踪试验

试验在日本鸟取大学干燥地研究中心进行。试验如图 1所示, 将染色剂FCF溶解于水中, 在选定区域( 4 0

图 1 非均匀流动染色示踪试验示意图

Fig 1 Scheme of the dye tracer experiment to visualize

heterogeneous flow patterns

m 3 0m)模拟发生降雨入渗, 模拟降雨强度 0 014 mm/ s, 降

雨时间 40min。试验前在选定区域一侧开挖工作剖面, 以便

沿垂直方向逐层形成剖面。降雨完全入渗后, 逐层挖取垂直

剖面, 剖面垂向开挖深度为染色水流最大入渗深度( 120 cm) ,

垂直剖面间距为 5~ 10 cm。用 CCD数码照相机记录各剖面水

流运动模式(染色模式)。相同的试验分别在 4个田块进行,

试验 1# 所在的田块 2000年夏季作物收割后就未进行过任何

农田管理措施, 表层 0~ 30 cm具有少量的结构特征发育; 试

验2# 所在的田块试验前 0~ 30 cm 深度进行了机械化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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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为均匀, 没有结构特征发育; 试验 3# 所在的田块地表轻微凹凸不平, 局部具有少量的大孔隙结构; 试

验4# 所在的田块试验前涨满杂草, 0~ 30 cm植物根系最为发达。4个地块土壤地质相同, 均为砂土。试验开

始前将地表的植物用剪刀小心的剪去, 并避免破坏原状土结构。

采用临界区间法
[ 7]
将图像信息转换为染色及未染色二元化信息模式: 将标准化之后的图像由 RGB 模式转

化为HSV模式, 并同时确定染色区和未染色区的色相、饱和度和亮度范围, 进而将图像转化为染色以及未染

色二元化信息。图像解析度为 1mm/ pixel。

2 非均匀流动层次特性分析

由于流动的非均匀性, 垂直剖面的任一深度位置(如图 2中的 A 1深度位置)的流动在水平方向是不连续的,

染色区域(流动区域)和未染色区域(非流动区域)间隔发生。将未染色区域之间的连续染色区域作为独立流动通

道, 例如在 A 1深度位置, 包含了宽度为 3, 41, 21, 16,  , 1, 6, 2 cm等 18条流动通道, 在 A 2深度则包含

12条流动通道。统计各深度位置独立流动通道信息, 记录各深度位置流道数目和各流道宽度。

图 2 染色区流动通道宽度分布分析

Fig 2 Analysis of the width distributions in the dyed areas

由于流动的渐变性和连续性, 相邻深度的流道信息是相近的, 因而需要对流道信息特性相似的区域进行组

合, 在任一深度 Zc 位置, 将剖面在垂直方向划分为上下两区(图2) , 并将上下两个区内所有深度位置的流动通

道的宽度作为变量, 用非参数Wilcoxom 秩和检验值[ 8, 9]比较上层和下层流动信息的差异程度:

Z t =
wA - A

A
(1)

式中 A= Nu(Nu+ Nd+ 1) / 2; A= NuNd (Nu+ Nd+ 1) / 12; wA 为将上区和下区中的各深度位置流道宽度值

统一排序后, 上区流道宽度序列数之和(秩和) , Nu 和Nd 分别为上区和下区所包含的流动通道数目; Z t值为Zc

深度位置的秩和检验值; Z t 值随深度Zc 深度改变而变化, 并且上层和下层非均匀流动模式的差异随秩和检验

值 Z t 的增加而越为明显。

图3( a)为典型剖面染色模式, 每一深度(以像素为单位)位置计算秩和检验值 Z t 如图 3(b)所示, 在 A 深度

位置出现Z t最大值, 表明 A 位置上下区域流动模式的差异最为明显, 则以 A 位置为分界点将剖面流动模式分

解为两个区: 0~ A 深度的区域和A~ 120 cm深度的区域。在分解的两个区域内, 分别进行第二次迭代计算, 在

各自区域内分别计算 Z t 值, 两个区域内 Z t 最大值位置为图 3( c)中的 B1和 B2 位置, 则第一次迭代所划分两个

区域进一步分解为 0~ B 1, B1~ A , A ~ B2 和 B2~ 120 cm的 4个区, 第三次迭代后计算分区位置如图 3( d)中

C1, C2, C3和 C4 所示。图 3( a)标出了 3次迭代后染色剖面相应的分区位置。迭代过程中 Z t 值随着分区次数

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根据非均匀流动模式的图像解析度, 当 Z t< 1时, 结束迭代分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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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均匀流动模式迭代分区

Fig 3 Iterative divisions for heterogeneous flow pattern

3 非均匀流动层次聚类分析

4组试验中, 每一组试验都包括若干个垂直方向的染色分布剖面, 单独一个剖面所表现出的流动特性并不

能代表整个区域的流动特性, 因此必须将流动区域的所有剖面进行群组分析。根据Wilcoxon秩和检验值对单个

剖面的流动模式进行分层后, 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 4组试验所有剖面流动性状相同的层次进行群组聚类。

根据秩和检验确定流动分层并依据各分层中流动通道的最小值 xmin, 最大值 xmax , 均值 x aver, 标准差 x std,

中位值 xmed和染色面积比例 dy cov对该层流动状况进行特征, 采用Ward离差平方和法[ 10]对流动性状相近的层次

进行聚类, 首先将各层流道参数进行标准化:

x =
xa - xa

Sxa
(2)

式中 x 为标准化后流道分布参数; x a 为测定流道分布参数; xa 和Sx a 分别为流动分布参数的均值和标准差。

比较不同层之间流动信息的离差平方和:

d ( xj , xk) =  
6

k= 1
( x ik - xjk)

2
1
2

(3)

式中 k= 1, 2, 3,  , 6, 分别为流道分布的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中位值和染色覆盖比例。将平

方和偏差最小的两层合并, 成为一个新的聚类, 并与其它层重新进行比较, 计算合并平方和偏差最小的两层为

新的聚类。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所有的层次合并为一个聚类为止。可以看出, 聚类过程是将流动特性相同的流

动层次群组在一起的方法, 聚类总数目越大, 对于流动划分越详细, 但复杂程度也相应的增加, 相反, 用较少

的聚类数目, 则可能对于流动类型的划分过于笼统, 无法有效的对非均匀流动模式进行特征描述。采用 Kulli

等
[ 10]
方法确定分析流动特征的最优聚类数目:

E ( i ) =
M ( i) - M ( i + 1)

J ( i ) - J ( i + 1)
(4)

M( i ) = min[ d j, k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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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 , k =
njnk

nj + nk
| mj - mk | (6)

J ( i ) =  
i

k= 1

JK (7)

J k =  
x ! x

k

∀x - mk ∀2
(8)

图 4 非均匀流动分区的最优聚类数

Fig 4 Optimized cluster numbers to characterize

heterogeneous flow division

式中 i= 2, 3, 4,  为总聚类数; j < k , j , k= 1, 2,  , i ; dj , k为

第 j 和第 k 个聚类之间的平方和偏差; M ( i )为聚类间的平方和偏差

的最小值; J 为聚类体中各样本位置与重心位置(均值)的平方差之

和; nj 和nk 分别为j 和k 个聚类中样本的数目; mj 和mk 分别为j 和

k 个聚类的重心。E ( i)越大, 则所对应的聚类总数更能有效的对流

动特性进行描述。

图4为聚类总数为 2~ 25情况下 E 值计算结果的比较。在聚类

总数为3, 8和 20情况下, 出现极大值。为了进一步确定最优的聚

类数, 对聚类总数为 3, 8和 20情况下的流动分区进行了比较。图

5为典型剖面总聚类数为 3, 8和 20情况下流动分区的计算结果, 可以看出, 由于分区是根据所有剖面所表现

出的流动性质确定, 单个剖面中流动模式并不一定包括所有的聚类。由于总聚类数 20情况下的极大值偏小(图

4)以及对于流动的描述过于复杂, 因此主要对总聚类数为 3和8情况下各聚类流动信息进行分析。

图 5 非均匀流动模式和聚类总数为 3, 8, 20情况下流动分区的比较

Fig 5 Comparison of heterogeneous dyed patterns and results of the cluster analysis for a total of 3, 8 and 20 clusters

图 6和图 7分别为总聚类数 3和8时各聚类统计信息的箱线图。图 6、图 7中( a) ~ ( f)分别为分区流动通道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和中位值以及染色比例的比较。箱线图的中心位置为中位数(50%位数) , 中

部箱的范围为四分位距离(25%和 75%位置) , 两端为最大值和最小值。

比较图 5和图 6, 聚类总数为 3时, 第 1聚类中流动通道的相对宽度和染色覆盖比例分布特性相似,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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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局部区域内, 染色比例随深度变化较为平缓, 水平层内流动数目相对较少, 因此可将其定义为局部均匀

流动区域; 第 2聚类中染色比例最大, 流动基本覆盖整个水平层, 因此认为该聚类为全局性均匀流动(基质流)

区域; 第 3聚类中流道相对宽度最小, 染色比例明显下降, 水平层内流道数目较多, 染色比例变化趋势与流道

宽度变化趋势不同, 因此将其定义为优先流区域。

图 6 聚类总数为 3 的情况下流动信息

Fig 6 Variabilities of the variables for every cluster for a total number of three

图 7 聚类总数为 8 的情况下流动信息

Fig 7 Variability of the variables for every cluster for a total number of eight

比较图 5和图 7, 总聚类数为 8的情况下, 第 1聚类中流道数较少, 染色面积和流道宽度较为接近, 流动

区域基本上完全被染色, 属于局部均匀流动区域; 第 2 聚类中流道相对宽度小于染色比例, 水平层基本被染

色, 但存在局部未染色区域, 属于全局均匀流动(基质流)区域(包含部分未染色区域) ; 第 3聚类中染色比例和

流道宽度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 相比上层和下层, 流道数目变化较为明显, 属于均匀流动向优先流动过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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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聚类中流道有明显分离, 宽度不等的流动通道, 属于优先流区域(染色面积较小) ; 第 5聚类中流道有部分

区域重合, 宽度分布变化范围较大, 且有一定的染色比例, 属于优先流区域(染色面积较大) ; 第 6聚类中流道

较为狭小和孤立, 与四周不连续, 属于优先流区域(仅包括单独的或少量流动通道) ; 第 7聚类中流动区域基本

上被全部染色, 但包含局部未染色区域, 流道相对宽度和染色比例不同, 属于局部均匀流动区域(包含部分未染

色区域) ; 第 8聚类中染色比例最大, 水平层基本上被完全染色, 属于全局均匀流动(基质流)区域。

聚类总数 8的情况不仅是对非均匀流动模式的进一步划分, 例如对于总聚类数 3的全局性和局部均匀流动

聚类, 在聚类数 8中, 则根据是否包含局部未染色区域, 进一步划分为两个聚类; 优先流聚类则根据流动通道

性状和染色比例分解为 3个聚类; 还包含了均匀流动向非均匀流动过渡层。

4 非均匀流动分析
根据 4组试验各剖面层次的聚类特性, 对流动特性进行分析。图 8( a) ~ 图 8( f)分别为 4组试验流动通道宽

度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染色比例以及平均流动通道数目的比较。可以看出, 试验 1# 和试验 2

# 平均流道宽度大于试验 3# 和试验 4# 的平均流道宽度, 而试验 3# 和试验 4# 平均流动通道的数目为 49和

61, 试验 1和试验 2平均流道数目则分别为26和34。流道宽度和数目表现出相反的趋势, 4组试验染色比例随

深度和流道平均宽度随深度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流道数目的变化趋势则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质。

表1为 4组试验总聚类数8的情况下各聚类的信息统计, 试验 1# , 试验 3# 和试验 4# 均不包括全局性的均

匀流动区域, 而试验 2# 全局性均匀流动区域的数目仅占总分区数的1%, 全局性的流动主要发生的地表, 试验条

件下, 相比下层土壤, 地表的根系及结构发育比较明显, 是造成基本上没有全局性流动区域的主要原因。

图 8 垂直方向染色区流道分布统计特征

Fig 8 Statistical characterstics vertical width distributions of the dyed areas

试验 1# 流动模式以优先流动为主, 优先流(聚类 4和5)的分层数目占总分层数目 54%。试验 2# 中, 全局

性均匀流动和局部均匀流动分层数明显大于优先流层系, 表明流动以局部均匀流动为主。比较试验 3# , 试验

4# 和试验 1# 不同聚类分区数目可以看出, 尽管 3组试验均以优先流为主, 但试验 1# 全局性和局部均匀流动

区域仍然占较大的比重, 而试验 3# 则基本没有均匀流动的区域。试验 4# 流动特征为局部均匀流动区域直接

过渡到染色面积较小的优先流动区域。试验 3# 流动通道数目变化明显的大于其他试验处理。试验 3# 流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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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显著变化主要是由于水平方向流动较为显著所造成的。试验1# , 试验 2# 和试验 4# 流动通道数目随深度

变化较为平缓, 其流动模式也较为连续, 流动以垂直方向为主。由表 1可知, 4 组试验剖面数分别为 22, 40,

32和 42, 从均匀流向非均与流过渡层次数目分别为 20, 27, 44, 53, 同时表明由于水平方向非均匀流动, 将

造成多个均匀流动向非均匀流动过渡层次。

即使在以均匀基质流为主的试验区域, 非均匀流动层次仍占较大的比例, 流动相对较为均匀的情况下, 流

动通道较宽, 且数目较少, 然而 4组试验流动通道数随深度并未表现出趋势性的变化规律。

5 结 论

采用 Wilcoxom 秩和检验对非均匀流动模式进行了分区, 将每个分区内流道宽度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

值、中位置和标准差, 以及染色比例作为变量, 用 Ward 离差平方和法对流动分区进行了聚类, 结果表明, 聚

类总数为 3和 8的情况下各聚类之间表现出显著不同的非均匀流动信息特性。

总聚类数为 3的情况下, 非均匀流动模式分解为全局性的均匀流动(基质流) , 局部均匀流动和优先流 3个

聚类, 总聚类数为 8的情况下, 则根据区域内是否包含部分为染色区域, 将全局性均匀流动和局部均匀流动区

域进一步分解为两层信息, 根据染色比例将优先流区域分解为 3个聚类, 此外, 一个聚类为均匀流动向非均匀

流动的过渡区域。

非均匀流动程度可直接通过聚类分层数目进行评价和比较。流动的非均匀性越为明显, 则优先流和过渡流

分区数目越多。水平方向非均匀流动明显的情况下, 将出现多个由均匀流向非均匀流过渡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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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ing heterogeneous flow patterns in porous media using cluster analysis

WANG Kang1, ZHANG Ren duo2, ZHOU Zu hao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un Yat Se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develop a quantitative method to describe heterogeneous flow patterns and identify

the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flow patterns Dye tracer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on plots with dif

ferent condit ions The flow patterns were separated into similarly stained horizontal layers based on the width distributions of

the stained areas Then the layers ident ified in the flow patterns were partitioned into groups with similar patterns by hierarchi

cal cluster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ye coverage and width of stained structures are the most indicat ive factors for the dif

ferent clusters The number of clusters affects the degree of layer discrimination Three and eight clusters seem to be sufficient

to captu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terogeneous flow patterns For the experimental plots where the vertical flow is

dominated, the clusters contain the layers with the homogeneous flow, preferential flow, and those with flow changes from ho

mogeneous infiltration to preferential flow For the experimental plots where the horizontal heterogeneous is significant, the soil

horizons h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water flow patterns

Key words: porous media; heterogeneous flow; dye tracer experiment ; cluster analysis; inform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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