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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信息确定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稳定入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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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流域水循环中各要素同位素含量的测定，扩大建模信息利用量，增加确定模型参数所需信息，提高参数
可识别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参数的不确定性。以仅有两个参数且物理意义明确的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为例，利用同
位素信息确定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参数稳定入渗率，并通过室内降雨入渗实验来检验同位素信息确定模型参数结果。结
果表明，利用同位素信息确定的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稳定入渗率与实测值接近。氢氧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精度对利用同位
素信息确定模型参数结果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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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文模型研究中，模型参数确定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直接影响模型实际应用效果。影响模型参数
确定的因素除了模型本身结构以外，主要是用来确定模型参数的信息量。传统水文信息往往过于综合或者不
足［１］，常导致模型参数确定效果不好。确定模型参数的关键是如何增加模型可利用的信息量。采用同位素
示踪技术是增加水文模型信息量的有效辅助工具。Ｋｒｃｚｅｒａ和Ｍｒｏｃｚｋｏｕｓｋｉ［２］研究表明示踪技术可以明显改进
多参数概念性模型的参数识别；顾慰祖等［３４］利用氢氧同位素分割流量过程线，提供大量产汇过程信息；包
为民等［５］利用氢氧同位素信息确定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入渗模型参数，发现同位素信息确定的模型参数与实测值接
近。本文在包为民等［５］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选取参数少且物理意义明确的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为例，研究利用同
位素信息确定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参数效果。

１　 确定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参数方法
１ １　 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

Ｐｈｉｌｉｐ入渗公式是在非饱和半无限土壤垂直入渗条件下由土壤水分运动方程的级数解推求获得的。Ｐｈｉｌ
ｉｐ［６］认为在入渗历时比较短的情况下，任意时刻的入渗率ｉ（ｔ）与时间ｔ是幂级数关系。

ｉ（ｔ）＝ １
２
Ｓｔ －０ ５ ＋ Ａ （１）

式中　 ｉ（ｔ）为入渗率，ｃｍ ／ ｈ；ｔ为入渗时间，ｈ；Ｓ为土壤吸湿率，ｃｍ ／ ｈ０ ５；Ａ为稳定入渗率，ｃｍ ／ ｈ。累积入渗
量Ｉ（ｔ）与时间ｔ关系为

Ｉ（ｔ）＝ Ｓｔ０ ５ ＋ Ａｔ （２）
式（１）和式（２）构成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
１ ２　 水文信息确定模型参数方法

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中需要确定的参数有两个：土壤吸湿率Ｓ和稳定入渗率Ａ。利用水文信息确定Ｐｈｉｌｉｐ入

第２２卷第４期
２０１１年７月　 　

水科学进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２２，Ｎｏ ４
　 Ｊｕｌ ，２０１１　



渗模型参数方法主要有两种：直线图解法和最小二乘法。直线图解法虽然可以简便的求解出所需参数，但存
在作图和取点的人为误差，且不易识别和控制；最小二乘法通用性较强，精度高且易控制［７］，因此，本文
选取最小二乘法确定模型参数。根据观测的累积入渗量Ｉ（ｔ）与时间ｔ数据，结合式（２），采用最小二乘法原理
拟合数据，可得到Ｓ和Ａ这两个参数值，作为水文信息确定的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参数。参数Ｓ和Ａ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函数关系［８］，当确定模型参数的水文信息量不足时，得到的模型参数可能偏离实际值。由于Ｐｈｉｌｉｐ入
渗公式是非饱和半无限土壤条件下推求的，而本文研究的是土柱入渗，土壤深度有限，且从降雨入渗到土壤
表面出现积水时间对结果也有一定影响［９］，导致应用Ｐｈｉｌｉｐ入渗公式（２）拟合数据时存在着一定误差。
１ ３　 同位素信息确定模型参数方法

同位素信息确定模型参数是通过基于同位素质量守恒原理的同位素混合模型实现。同位素混合模型结构
见图１，其表达式为［５］

Ｃｊ ＝ （ΔＶＣＰ ＋ Ｖ０Ｃｊ－１）／（ΔＶ ＋ Ｖ０） （３）

图１　 同位素混合模型结构图
Ｆｉｇ １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ｍｉｘ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式中　 ＣＰ 为输入降雨在ｔ ｊ － １时刻的同位素组成；Ｃｊ － １和Ｃｊ 分别为混合
水箱中混合水在ｔ ｊ － １和ｔ ｊ时刻的同位素组成，其中Ｃ０ 表示ｔ０ 时刻初始
土壤所含水分同位素组成；ΔＶ为在ｔ ｊ － １和ｔ ｊ 之间入渗到土壤的降雨体
积；Ｖ０ 为所研究初始土壤所含水分体积（即混合水箱初始体积）。本文
利用同位素信息确定入渗模型参数基于设计的室内土柱降雨入渗实验，
仅研究降雨同位素组成不变，初始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水同位素组成垂
向比较均一的简单情况。同位素混合模型的应用条件：降雨入渗过程
中，土壤水同位素变化主要由降雨与土壤水同位素混合作用引起。文
献［５，１０］对室内土柱降雨入渗实验中土壤水同位素变化进行分析，发

现同位素混合模型的应用条件能够得到满足。

图２　 同位素信息确定模型参数Ａ值过程图
Ｆｉｇ ２ Ｓｔｅｐ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同位素信息确定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参数过程与文献［５］中同位素信息确定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模型参数相似。在土
壤表面有积水且下边界出流后，土壤入渗率达到稳定入渗率Ａ，此时，土壤饱和导水率和Ａ在数值上相
等［１１］，通过在土壤下边界处观测水流出流速度等信息推求饱和导水率，可间接获得Ａ。将入渗的总水量划
分为Ｎ等分，每等分体积为ΔＶ。在土壤全部未达到饱和入渗时，相同ΔＶ体积降雨入渗到土壤中所需时间
会慢慢增加，但在土壤全部达到饱和入渗后，相同ΔＶ体积降雨入渗时间相同，令其等于Δｔ，则Ａ与入渗体
积ΔＶ关系为：ΔＶ ＝ ＡΔｔＢ，其中，Ｂ为所研究土壤横截面面积。ΔＶ体积降雨入渗到土壤中的同时进入混合
水箱（图１），与Ｖ０ 体积同位素组成为Ｃｊ － １的水混合，此时混合水同位素组成变为Ｃｊ。混合完全后立即有ΔＶ
体积同位素组成为Ｃｊ的混合水流出，保持混合水箱体积为Ｖ０ 不变。假定流出的混合水将在滞后时间τ（即最
初的水分从入渗到下边界流出所用的时间）后在土壤下边界出流［５］。通过同位素混合模型建立入渗体积ΔＶ
和出流同位素组成Ｃｊ之间联系。不同的入渗体积ΔＶ经同位素混合模型试算可得到不同的土壤下边界出流同
位素组成Ｃｊ 过程，而ΔＶ与Ａ之间又有联系，从而间接获得Ａ与出流同位素组成之间的关系，达到利用同
位素信息确定模型参数的目的。以出流同位
素计算值和实测值之间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为
评判准则来确定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参数Ａ，计算
过程见图２。

事实上，同位素信息只能够确定Ｐｈｉｌｉｐ入
渗模型中参数稳定入渗率Ａ，另外一个参数土
壤吸湿率Ｓ是通过将同位素信息确定的参数Ａ
代入式（２），再结合观测的水文信息来确定，并
将Ｓ作为一个常数来考虑［９］，本文将这种方法
获得Ａ和Ｓ值作为同位素信息确定的参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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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利用土壤下边界出流同位素组成随时间变化过程与模型参数建立联系，由于缺少相关信息，水分在土壤下边
界以上部分的运动及同位素变化过程暂未考虑。

２　 室内降雨入渗实验
实验地点在河海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时间为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实验土柱用透明有机玻璃制

图３　 降雨入渗实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作，高为１ ｍ，直径为１５ ｃｍ。土柱中均匀填入风干过筛后的山坡表层
粘土，填入土层厚８４ ｃｍ。填入的土壤重量含水量为５ ３％，土壤平均
密度为１ ２ ｇ ／ ｃｍ３。初始土壤水采用在连续加热５ ｈ和温度维持１００ °Ｃ
条件下真空蒸馏法提取［１２］，得到初始土壤水的δＤ和δ１８ Ｏ值分别为
－ ２ ７％和－ ０ ３５％。采用马氏瓶供水，降雨器由均匀插入注射针头的
塑料圆盘构成，实验中可以控制雨强，降雨量可通过马氏瓶上面刻度
读取［５，１０］，实验装置示意图见图３。用于模拟降雨的水密封储存在塑料
桶中，实验期间同位素值稳定，测得降雨δＤ和δ１８ Ｏ值分别为－ ５％和
－ ０ ７２％。降雨装置与土柱接口处密封，蒸发分馏影响较小。
用３０ ｍＬ取样瓶在土柱下端出口处收集水样，记录取样品装满水

的时间来计算土柱出流速度。降雨入渗期间，观测记录土壤湿润锋位
置随时间的变化。水样δＤ和δ１８ Ｏ数据在北京国土资源部同位素实验
室用ＭＡＴ２５３气体质谱仪进行测定，δＤ值采用锌法分析，分析精度为
± ０ ２％，δ１８ Ｏ值采用ＣＯ２ 平衡法分析，分析精度为± ０ ０２％。具体详
细实验过程可参见文献［５，１０］。

３　 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
水文信息确定的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参数Ａ和Ｓ值。由最小二乘法原理拟合实验中观测到的累积入渗量Ｉ（ｔ）

与时间ｔ数据得到水文信息确定的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参数稳定入渗率Ａ为１ ３５３ ｃｍ ／ ｈ，土壤吸湿率Ｓ为４ ００４
ｃｍ ／ ｈ０ ５。取计算时间步长Δｔ为１ ｈ，则水文信息确定模型参数稳定入渗率Ａ对应的入渗体积ΔＶ为２３９ ｍＬ。
由土柱下边界出流反推得到的实测稳定入渗率为１ １８８ ｃｍ ／ ｈ，相应１ ｈ入渗体积ΔＶ为２１０ ｍＬ。由于实验中
从开始降雨到土壤表面出现积水的时间不超过２０ ｍｉｎ，时间较短，将这段时间降雨入渗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并
入到水文信息确定模型参数误差中考虑。由计算结果可见，水文信息确定的模型参数稳定入渗率Ａ与实测
值相差不大。

同位素信息确定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参数。图４为模型参数Ａ与同位素模拟值和实测值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之
间关系（实线表示），图中虚线表示ＲＭＳＥ最小时对应的Ａ值。由图４可见，氢同位素和氧同位素模拟值和实测
值之间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最小时对应的稳定入渗率Ａ值并不相同。氢和氧同位素均为保守示踪剂，同时随
土壤水运移，实验装置接口处均密封，蒸发分馏的影响较小，可以忽略，引起氢和氧同位素信息确定模型参
数Ａ值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受水样氢氧稳定同位素分析精度影响。取氢和氧同位素信息确定模型参数Ａ的平
均值作为同位素信息确定的最终模型参数Ａ，其值为１ １４９ ｃｍ ／ ｈ。将确定的参数Ａ值结合观测到的水文信息
代入式（２），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数据得到参数Ｓ值为４ ６４４ ｃｍ ／ ｈ０ ５。

表１为水文信息和同位素信息确定的模型参数结果统计。由表１可知，氢同位素和氧同位素共同确定的
模型参数Ａ的平均值非常接近实测值。氧同位素确定的模型参数Ａ和单独水文信息确定的模型参数Ａ几乎
相同，与实测值也相差不大。可见，当水文信息量不足时，可以利用同位素信息来确定水文模型参数。水文
信息和同位素信息有效结合，可以增加模型信息量，减小模型参数不确定性，是确定模型参数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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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稳定入渗率Ａ与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ａｎｄ ＲＭＳＥ

图５　 土壤累积入渗量Ｉ（ｔ）随时间ｔ的变化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ｍｅ

表１　 水文信息和同位素信息确定模型参数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参数确定方式 Ａ
／（ｃｍ·ｈ －１）

Ｓ
／（ｃｍ·ｈ －０ ５）

ΔＶ
／ ｍＬ

氢同位素信息确定参数 ０ ９３４ ５ ３１９ １６５
氧同位素信息确定参数 １ ３６４ ３ ９６９ ２４１

氢氧同位素信息共同确定参数 １ １４９ ４ ６４４ ２０３
水文信息确定参数 １ ３５３ ４ ００４ ２３９

实测值 １ １８８ — ２１０

　 　 图５为利用水文信息确定模型参数代入入渗模型模
拟累积入渗量Ｉ（ｔ）和时间ｔ关系（虚线表示），氢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信息共同确定模型参数代入入渗模型模拟
累积入渗量Ｉ（ｔ）和时间ｔ关系（实线表示）及实测值情况。两种信息确定的模型参数模拟结果相差不大，同位
素信息确定模型参数模拟的总累积入渗量更接近实测值。

４　 结　 　 论
通过基于质量守恒原理的同位素混合模型，将同位素信息和水文信息联系起来，利用氢氧同位素信息来

确定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稳定入渗率Ａ，而土壤吸湿率参数Ｓ是结合观测水文信息确定的。通过同位素信息和水
文信息分别确定模型参数结果显示，同位素信息确定的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稳定入渗率Ａ与实测值接近。因此，
当水文信息量不足时，可以应用同位素信息来确定模型参数。水样氢氧稳定同位素的测样分析精度对利用同
位素信息确定模型参数有一定影响。从实验可知，同位素信息并不能够确定模型中所有参数，但通过同位素
信息和水文信息相互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是确定水文模型参数新的有效
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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