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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水平入渗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不需测定饱和导水率，仅利用一维垂直入渗试验即可确定ＢｒｏｏｋｓＣｏ
ｒｅｙ模型参数的新方法。利用封丘县两种质地土壤的入渗资料，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只要入渗
历时足够长，基质势和重力势作用相当，垂直入渗方法确定的土壤水力参数与水平吸渗方法的预测结果相近；利用
预测的参数，数值解和提出的近似解均能很好模拟土壤水分入渗过程。相对于水平吸渗方法和反推参数法，垂直入
渗方法省时省力，且能避免数值弥散和参数不唯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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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运动过程是水文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缺乏简单有效的土壤水力特性参数测定方法始终是
制约土壤水分运动模型田间应用的制约因素。目前的土壤水力特性参数确定方法主要有３种：①用仪器直接
测定。直接方法的测定工作量大［１］，且受仪器测定误差和测量范围的限制，只能测定有限水势范围内的水
分特征曲线或非饱和导水率，据此获得的土壤水力特性模型参数可能会有较大误差；②通过一些容易测定的
指标（如土壤容重、质地、有机质含量等）预测土壤水力特性［２４］。这种方法为水文模拟中大范围获取土壤
参数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但是这些指标与土壤水力特性之间的相关方程往往是经验的，需要大量的实测资料
为背景，并且参数的各地差异很大［５］；③通过土壤水分运动过程反推土壤水力特性模型参数［６９，１５］。利用数
值解反推参数的方法较为常用，但存在参数不唯一和数值弥散等问题［１１］。因此，近似解反推参数的方法近
年来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发展［１０１２］。近似解一般是以简单初等函数表示通量、湿润锋或土壤水分的时空
分布，容易通过简单的拟合获取相应的土壤水力特性模型参数，不存在数值弥散和参数不唯一的问题，且方
法的预测精度较高，测定范围不受限制，其结果可直接用于模型模拟。

Ｓｈａｏ和Ｈｏｒｔｏｎ［１０］最早提出用积分方法确定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模型参数的方法。Ｗａｎｇ等［１１］和Ｍａ等［１２］先后
提出和发展了通过水平入渗试验确定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模型参数的方法。但就方法在田间的推广应用而言，垂直
入渗更接近田间实际情况。目前的田间测定方法只能测定饱和导水率和一些经验入渗模型参数，却很少能测
定土壤水分运动模型中常用的土壤水力特性模型参数。本文在水平吸渗方法测定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土壤水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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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参数的基础上，提出由一维垂直入渗试验预测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土壤水力特性模型参数的方法，并利用实测
资料对这一方法进行验证。

１　 基本理论
１ １　 土壤水力特性模型

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和非饱和导水率曲线模型可描述为［１３］

Ｓ ＝
（θ － θ ｒ）／（θ ｓ － θ ｒ）＝ （ｈｄ ／ ｈ）ｎ 　 ｈ  ｈｄ
１　 　 　 　 　 　 　 　 　 　 　 　 　 ｈ ＜ ｈ{

ｄ

（１）

Ｋ（Ｓ）＝ Ｋ ｓ（ｈｄ ／ ｈ）ｍ ＝ Ｋ ｓＳｌ ＋１ ＋２ ／ ｎ （２）
式中　 θ为土壤含水量，ｃｍ３ ／ ｃｍ３；θ ｓ 为饱和含水量，ｃｍ３ ／ ｃｍ３，θ ｒ 为滞留含水量，ｃｍ３ ／ ｃｍ３；Ｓ为土壤水饱
和度；ｈ为基质吸力，ｃｍ；ｈｄ 为进气吸力，ｃｍ；ｎ为形状系数；Ｋ ｓ为饱和导水率，ｃｍ ／ ｍｉｎ；ｌ为孔隙弯曲度
因子，一般取２，ｍ ＝ （ｌ ＋ １）ｎ ＋ ２。
１ ２　 确定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模型参数的水平吸渗方法

Ｍａ等［１２］通过幂函数通量分布的假定，获得了初始含水量不高，且分布均一情况下水平吸渗问题的简单
近似解；建立了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土壤水力特性模型参数与累积入渗量和湿润锋推进过程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
种由水平一维入渗过程确定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土壤水力特性模型参数的简单方法。具体如下：

ｎ ＝ ａ
１ － （ｌ ＋ １ － β）ａ，ｈｄ ＝

ｓ ｄ
２Ｋ ｓｂ［１ － （ｌ ＋ １ － β）ａ］ （３）

式中　 β为通量分布形状系数，根据Ｍａ等［１２］的研究结果，其值可取１；ｓ为吸渗率，ｃｍ ／ ｍｉｎ０ ５；ｄ为湿润区
特征长度，ｃｍ；ａ和ｂ为剖面水分分布参数，可由如下方程获得

Ｉｈ ＝ ｓ ｔ
１ ／ ２，ｘ ｆ ＝ ｄ ｔ１ ／ ２，ａ ＝ θ ｓ － θ ｒ

Ａ ＋ θ ｉ － θ ｒ
－ １，ｂ ＝ １ － Ｓ １ａｉ （４）

式中　 Ｉｈ 为累积水平吸渗量，ｃｍ；ｘ ｆ为水平湿润锋推进距离，ｃｍ；θ ｉ为初始含水量，ｃｍ３ ／ ｃｍ３；Ｓ ｉ 为初始含
水量所对应的土壤水饱和度。

如果已知饱和含水量θ ｓ，初始含水量θ ｉ和饱和导水率Ｋ ｓ，就可根据实测的累积吸渗量和湿润锋推进资
料，由式（３）和式（４）求得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土壤水力特性模型的参数。
１ ３　 确定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模型参数的一维垂直入渗方法

上述水平吸渗方法的一个缺点是需要预先知道准确的饱和导水率信息。由式（３）可知，其它参数确定
的情况下，进气吸力与饱和导水率成反比关系。所以，饱和导水率测定不准确会极大地影响进气吸力的预测
精度。事实上，水平吸渗问题是基质势单独作用的结果，其解与饱和导水率和进气吸力的积有关，与它们本
身的值无关［１２］。所以，饱和导水率的测定误差，及随之带来的进气吸力的预测误差无法通过水平吸渗过程
体现。垂直入渗过程则是基质势作用和重力势作用耦合的结果，如能通过近似解分离基质势和重力势作用，
则能用一个土柱试验同时获得水平吸渗参数（ｓ，ｄ）和饱和导水率，这样就不需要另外的试验测定饱和导
水率，可避免土柱差异对饱和导水率测定的影响，尽可能减少进气吸力的预测误差。

Ｐｈｉｌｉｐ两项入渗公式［５］是短历时条件下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方程的二级近似级数解，虽然其第二项系数常被近似为
饱和导水率，但这样做会使方程对入渗过程到达稳定前的描述失真。Ｐｈｉｌｉｐ理论上得到两项入渗公式的第二
项系数与饱和导水率的关系，认为垂直入渗问题的级数解在短历时条件下可用如下两项公式近似［１４］：

Ｉｖ ＝ ｓ ｔ
０ ５ ＋ ０ ３８Ｋ ｓ ｔ （５）

Ｚ ｆ ＝ ｄ ｔ
０ ５ ＋ ｄ２ ｔ （６）

式中　 Ｉｖ 为累积垂直入渗量，ｃｍ；Ｚ ｆ为垂直湿润锋推进距离，ｃｍ；ｄ２ 为与土壤特性有关的参数，ｃｍ ／ ｍｉｎ。
用式（５）和式（６）线性拟合实测的累积入渗量（Ｉｖ ／ ｔ０ ５和ｔ０ ５）和湿润锋推进（Ｚ ｆ ／ ｔ０ ５和ｔ０ ５）数据就可得到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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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和Ｋ ｓ的值，根据１ ２节的水平吸渗方法就可得到土壤水力特性参数。反之，也可得到一维垂直入渗问题
的近似解析解。在入渗历时不太长的情况下，土壤含水量剖面形状主要受基质势作用决定，因此对于垂直入
渗问题的水分分布，可用类似于水平吸渗条件下土壤含水量分布的方程近似［１２］

Ｓ ＝ （１ － ｂ·Ｚ ／ Ｚ ｆ）ａ （７）
式中　 ａ为水分剖面的形状系数，可以假定其值与水平吸渗相同；ｂ仍可由式（４）计算。

２　 材料与方法

图１　 试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为验证上述方法的有效性，采集封丘县两种质地的土壤，
分别进行了一维水平和垂直入渗试验。采集地点分别位于封丘县
的陈岗和李庄，为典型的褐化两合土和潮土。试验系统由圆盘入
渗仪和土柱组成，均为有机玻璃材料。试验土柱总长为５０ ｃｍ，
由１０个外径４ ｃｍ，内径３ ｃｍ，长５ ｃｍ，可拆卸的有机玻璃管连
接而成。圆盘入渗仪储水管内径２ ４ ｃｍ，底盘盘径４ ｃｍ，圆盘仪
调压管可调正负压，控制圆盘出水水头。入渗时，圆盘入渗仪通
过一段长４ ２ ｃｍ，内径４ ｃｍ的有机玻璃管连接，连接后圆盘和
土柱之间留有１ ２ ｃｍ长的水室，通过阀门在入渗开始时排出多
余的空气。垂直入渗试验装置见图１，水平试验装置与此类似，
只不过入渗仪和土柱的接头处用弯头代替直头。试验开始后，记
录圆盘入渗仪水位和湿润锋推进距离随时间的变化。试验停止
后，以５ ｃｍ间距分段取土，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量。李庄土
５３０ ｍｉｎ的试验在取土时发生意外，故没有相应的含水量数据。
供试土样物理特性及入渗试验参数见表１。

表１　 土样物理特性及入渗试验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地点 类型 容重
／ （ｇ·ｃｍ － ３）

初始含水量
／ （ｃｍ３·ｃｍ － ３）

饱和含水量
／ （ｃｍ３·ｃｍ － ３）

垂直入渗总量
／ ｃｍ

水平入渗总量
／ ｃｍ

陈岗土 砂土 １ ４８ ０ ０１８ ０ ４５ １１０ ｍｉｎ
９ ４３

１８０ ｍｉｎ
１２ ９８

２９０ ｍｉｎ
１７ ３９

３９０ ｍｉｎ
１６ ７

李庄土 中壤土 １ ４０ ０ ０２８ ０ ４５ ２３０ ｍｉｎ
８ ８７

５３０ ｍｉｎ
１４ ８５

６３０ ｍｉｎ
１６ ４５

７６０ ｍｉｎ
１４ １８

３　 结果与分析
用式（５）和式（６）分别拟合陈岗土和李庄土３个时长试验的累积入渗量和湿润锋推进数据，得到参数ｓ，

Ｋ ｓ，ｄ和ｄ２ 的值，拟合的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知，无论是陈岗土还是李庄土，根据３个时长的实测数据拟
合的决定系数Ｒ１ 和Ｒ２ 都达到０ ９９８以上，说明用式（５）和式（６）描述这两种土壤的入渗过程是可行的。但
是两种土壤的拟合参数随时间的延长有一定的变化。李庄土入渗５３０ ｍｉｎ和６３０ ｍｉｎ的拟合参数比较接近，
入渗２３０ ｍｉｎ的ｓ和ｄ相对偏大，Ｋ ｓ和ｄ２ 相对偏小。陈岗土３个时长的入渗数据拟合得到的ｓ相差不大；ｄ
则是前两个时长（１１０ ｍｉｎ和１８０ ｍｉｎ）接近，２９０ ｍｉｎ的结果相对偏低；ｄ２ 随入渗时长有增加的趋势；Ｋ ｓ随时间
的变化趋势与李庄土相同，比较长的后两个历时（１８０ ｍｉｎ和２９０ ｍｉｎ）的数据获得的值接近，短历时（１１０ ｍｉｎ）
时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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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时长的入渗和水平吸渗试验预测的土壤水力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地点 方法 时间
／ ｍｉｎ

ｓ
／ （ｃｍ·ｍｉｎ － ０ ５）

Ｋ ｓ
／ （ｃｍ·ｍｉｎ － １） Ｒ１

ｄ
／ （ｃｍ·ｍｉｎ － ０ ５）

ｄ２
／ （ｃｍ·ｍｉｎ － １） Ｒ２

ｈｄ
／ ｃｍ ｎ

陈岗土

李庄土

垂直

水平

垂直

水平

１１０ ０ ８４２ ０ ０１２ ０ ９９９０ ２ ３２６ ０ ０１５ ０ ９９９２ １３１ ０ ２９１
１８０ ０ ８４５ ０ ０２３ ０ ９９９６ ２ ３３９ ０ ０３９ ０ ９９９４ ６８ ０ ２９７
２９０ ０ ８４６ ０ ０２４ ０ ９９８０ ２ ２１８ ０ ０５７ ０ ９９９０ ５２ ０ １６９
３９０ ０ ８２１ ０ ０２４ － ２ ２２１ － － ５６ ０ ２４５

２３０ ０ ５１８ ０ ０１１ ０ ９９９４ １ ５１１ ０ ０２２ ０ ９９９６ ６１ ０ ３９２
５３０ ０ ４７９ ０ ０１９ ０ ９９９６ １ ３４４ ０ ０４５ ０ ９９９６ ２７ ０ ２７０
６３０ ０ ４７７ ０ ０１９ ０ ９９９８ １ ３４６ ０ ０４５ ０ ９９９８ ２７ ０ ２８３
７６０ ０ ５０９ ０ ０１９ － １ ４２２ － － ２９ ０ ２５８

注：Ｒ１ 为式（５）拟合累积入渗曲线的决定系数；Ｒ２ 为式（６）拟合湿润锋推进曲线的决定系数。
利用表２中的拟合参数，通过式（３）计算的水力参数ｎ和ｈｄ 同样列于表２。李庄土３个时长的入渗数据

预测的水力参数（ｈｄ 和ｎ）同样在历时短时相对偏高，历时长时逐渐趋于稳定。预测的陈岗土１１０ ｍｉｎ时长的
进气吸力明显高于后两个时长的值，１８０ ｍｉｎ和２９０ ｍｉｎ时长的进气吸力相对接近；而预测的ｎ值似乎在前两
个时长时接近，２９０ ｍｉｎ时反而较小。此外，与表２中水平吸渗方法预测的两种土壤水力特性模型参数比较
发现，两种方法预测的结果基本上是比较接近的，其细微差异已小于不同试验处理的随机误差。

垂直入渗过程是基质势和重力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入渗参数的这种变化应该是这两种作用的相对大小变
化所引起。在入渗初期，重力作用相对较小，基质势占主导地位，入渗过程基本可近似为一维吸渗过程；随
着入渗的进行，基质势作用相对减弱，重力作用不可忽略；入渗达到很长时间时，基质势作用则相对可以忽
略，重力作用占主导地位。基质作用在两项公式中通过吸渗率体现，而重力作用则是通过饱和导水率体现。
要通过入渗资料同时确定吸渗率和饱和导水率，显然基质势和重力作用相当时才能获到相对稳定的拟合结
果，入渗达到第二阶段显然是最为理想的，这也正是Ｐｈｉｌｉｐ两项入渗公式的适用范围。而入渗初期和末期，
用两项公式拟合入渗资料，参数波动都会很大。后两个时长的数据获得的参数接近表明，陈岗土和李庄土分
别在１８０ ｍｉｎ和５３０ ｍｉｎ都已经达到了入渗的第二阶段。

为评价这一方法预测参数的准确性，分别利用表２中陈岗土和李庄土３个时长数据预测的参数，用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软件［１５］数值模拟了两种土壤的一维垂直入渗过程，初始为分布均匀的含水量，上边界为饱和含水
量，下边界为自由排水条件。模拟的累积入渗过程和水分剖面分别与实测数据进行比较，用相对误差（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ＥＲ）来反映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接近程度。作为对照，同样计算了近似解预测结果的ＥＲ。比较结果分
别见图２和图３，计算的ＥＲ 列于表３。

图２　 近似解和数值解模拟的入渗过程与实测值的比较（陈岗土）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ｅｎｇａｎｇ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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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近似解和数值解模拟的入渗过程与实测值的比较（李庄土）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ｚｈｕａｎｇ ｓｏｉｌ

表３　 近似解和数值解预测的累积入渗量和剖面含水量的相对误差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地点 时间
／ ｍｉｎ

累积入渗量／ ％ 剖面含水量／ ％
近似解 数值解 近似解 数值解

１１０ － １２ ３ － １０ ７ － １０ ３　 － ８ ４
陈岗土 １８０ － １２ ７ － ６ １ － ２ ５ － １ ９

２９０ － ３ ２ － ４ １ － ０ ６ － ０ ９

２３０ － ７ ０ － ３ ２ － ４ ２ － ４ ９
李庄土 ５３０ 　 ０ ２ － １ ６ － １ ９ － １ ９

６３０ 　 ０ ６ 　 １ ５ － ０ ８ － １ ４

注：陈岗土和李庄土累积入渗量预测的相对误差分别是相对于２９０ ｍｉｎ和６３０ ｍｉｎ时长的入渗过程计算的。

由表３可知，无论是近似解，还是数值解，预测的两种土壤的累积入渗量与实测值的ＥＲ 均随参数预测
所用数据时长的增加而减小。并且，预测所用数据时长最短时，模拟的误差最大；用较长时长的数据预测参
数，模拟误差基本接近。比较表２中的参数可以发现，预测的两种土壤的饱和导水率都存在同样的变化规
律。由此可见，可靠的饱和导水率对于入渗过程的准确预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图２和图３表明，近似解和数值解都能够很好地模拟实际水分入渗过程。虽然在湿润锋的预测上，数值
解和近似解略有差异，但它们对整个剖面含水量分布的预测基本还是比较准确的。

４　 结　 　 论
在水平吸渗方法确定土壤水力特性参数的基础上，提出利用垂直一维入渗试验确定土壤水力特性参数的

方法。并利用封丘县两种质地土壤的试验结果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了检验，同时比较了垂直入渗方法和水平
吸渗方法的预测结果。结果表明，对于本文试验中的砂土和中壤土，在入渗第二阶段，垂直入渗方法预测的
参数与水平入渗方法预测的参数接近；利用获取的参数，近似解和数值解预测的结果与实测的一维垂直入渗
过程基本一致。因此，利用土壤水分运动方程的简单近似解，从简单的垂直入渗试验获取土壤水力参数是可
行的。
致谢：入渗试验装置在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樊军副研究员提供的设计方案基础上改装而成，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９３２　 第２期 马东豪，等：确定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土壤水力特性模型参数的垂直入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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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水科学进展》
《水科学进展》是以水为论述主题的学术期刊，主要反映国内外在暴雨、洪水、干旱、水资源、水环境等领域中的科学技术

的最新成果、重要进展、当代水平和发展趋势，报道关于水圈研究的新事实、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交流新的科研成果、
技术经验和科技动态。她涉及与水有关的所有学科，包括水文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质科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
水利科学和水力学、冰川学、水生态学以及法学、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中与水有关的内容。本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同时被
Ｅｉ和ＣＡ等国际权威文献检索系统收录，连续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江苏省优秀期刊”等。

《水科学进展》为双月刊，大１６开本，每期１３６个版面，逢单月３０日出版，每期定价３０． ００元，全年定价１８０． ００元。国际
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ＣＮ ３２１３０９ ／ Ｐ，国内发行代号：２８１４６，欢迎广大读者向当地邮
局（所）办理订阅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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