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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带表土层氮素非饱和入渗运移规律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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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制土槽装置，室内模拟氮素在河岸带表土层中非饱和入渗的过程。通过观测土槽中不同点位渗流水体出流
时间的先后顺序以及各点水体中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随入渗时间的变化，探讨氮素在河岸带表土层中非饱和入渗的运
移规律。试验结果表明：在河岸带表土层非饱和入渗过程中，水分水平运移速度小于垂直运移速度，ＮＨ ＋

４ Ｎ的运
移滞后于水分的运移；在土壤“干”  “湿”  “干”过程中，各点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值随时间先急剧增加再缓慢减
少然后趋于稳定。另外，河岸带表土层对非饱和入渗氮素的截留效果较好，试验１１ ｈ时，在１ ０８ ｍ的坡长距离上，
距土表面１２ ｃｍ深度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比进水分别下降７４ ２３％和６８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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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带作为一种水陆交错的生态过渡带，对其邻近高地或农田流向水体的非点源污染物具有显著的截留
与净化效果［１３］。Ｅｒｉｃ和Ｒｕｓｓｅｌｌ［４］通过纽约附近Ｓｐａｆｆｏｒｄ Ｃｒｅｅｋ及其支流的河岸带与农田的对比研究，发现不
同类型植被河岸带对氨氮和硝氮的净化效果不同。黄沈发等［５］在上海市市郊构建不同宽度、不同坡度、不
同植被的河岸带进行野外对比试验，发现河岸带能降解渗流水中的氮素，宽度、植被和坡度的不同对氮素的
净化效果的影响显著。Ｍａｒｉ Ｒｔｙ等［６］在芬兰西南部Ｊｏｋｉｏｉｎｅｎ地区构建不同管理方式的河岸带，研究了不同
管理方式的河岸带在不同季节植物吸收以及微生物作用对氮的去除效果。这些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河岸带良
好的环境效应，但是没有揭示氮素在河岸带入渗过程中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输移规律。自然界中氮素的赋值形
态较多，在不同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导致氮素在河岸带中的迁移与转化过程异常复杂。氮素在河岸带中的
入渗过程与土壤初始的饱和程度有关，水分及氮素在不同饱和度土壤中有不同的运移规律。目前，数学模拟
水分及溶质在不同饱和度土壤中运移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同时运用了室内土柱或土槽试验来率定数学模型
中的某些参数。张富仓等［７］为得到吸附性溶质水动力弥散参数的计算方法，通过室内土柱进行了轻壤土和
重壤土的饱和、非饱和水动力弥散实验。程勤波等［８］利用可变坡土槽人工降水入渗试验，观测土壤水势及
地下水出流量变化，建立了饱和与非饱和带土壤水数值计算模型ＭＯＤＦＬＯＷ  ＵＺＦ１的参数率定及模型验证
方法。童菊秀等［９］构建非饱和土中溶质地表径流迁移模型，并运用土槽试验探讨了模型参数和土壤物理参
数对溶质地表径流迁移流失过程的影响。但目前，运用室内土槽装置直接模拟河岸带“土壤植物微生物”
系统，对氮素在其中运移过程和规律的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自制土槽装置模拟河岸带“土壤植物微生物”系统，在分析水分非饱和入渗运移特性的基础上，
探讨氮素在非饱和入渗过程中的时空分布特征，揭示河岸带表土层氮素非饱和入渗的运移规律，为河岸带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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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宽度确定以及河湖水污染控制提供理论依据。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的主体为１２０ ｃｍ × ４０ ｃｍ × ３０ ｃｍ土槽（图１）。土槽由聚乙烯焊接而成，土槽前端的进水箱与主体
土槽连成一体，后端边壁上开排水孔，侧端边壁上开取样孔。试验时人工配置污水在流量计和蠕动泵的控制
下，通过进水箱漫流进入土槽中土壤。根据试验需要，抬高土槽进水端，可形成试验要求的不同坡度（图２）。

图１　 土槽示意图（单位：ｍ）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ｔａｎｋ

图２ 　 土槽装置及试验植物生长情况
Ｆｉｇ ２ Ｓｏｉｌ ｔ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

１ ２　 试验材料
（１）土壤　 土槽中填置的土壤为人工扰动土，采自长江江心洲河滩的细砂和河海大学花房里用于花卉

栽培的壤土。两者分别晒干筛分后，以１ ∶ １０的比例混合均匀，分层填入土槽，每填１０ ｃｍ压实一次，使得
土壤均匀分布。填土时特别注意边壁上土壤的压实程度，不留孔隙，避免污水从大孔隙直接流出。试验土壤
土粒比重Ｇｓ为２ ６３，有机质含量较高。装填土壤颗粒组成见表１。

表１　 土槽土壤颗粒组成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ｓ

土质 均质砂壤土
粒径分布／ ｍｍ ５ ～ ２ ２ ～ １ １ ～ ０ ５ ０ ５ ～ ０ ２５ ０ ２５ ～ ０ １ ０ １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５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５
百分含量／ ％ ４ １８ ２ ２０ １７ ０７ １４ ２５ ２９ ２１ ７ ０６ ２３ ２２ ２ ８１

（２）植物的选择及生长情况　 温暖潮湿地区（如南京地区）河岸带常用高羊茅作为防护草坪，因此土槽
中选择播种种植高羊茅（Ｆｅｓｔｕｃａ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高羊茅播种量为３５ ｇ ／ ｍ２，试验时，高羊茅长势良好，其根系
平均长约１０ ｃｍ，茎长平均约为１５ ｃｍ，土槽表面植被覆盖度约为９５％。其生长情况见图２。

（３）试验水质　 人工配置试验用水。试验时实测进水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分别为１２ ２７ ｍｇ ／ Ｌ、５ ８６ ｍｇ ／ Ｌ。

１ ３　 试验方法
试验正式开始前，向土槽中连续以小负荷进自来水渗流两个星期，使土壤充分饱水，以改善土壤的孔隙

结构，同时使得土槽中土壤各部分Ｎ的本底浓度接近。然后停止进水１个星期后开始试验。试验前土壤初
始含水率约为１０％。

设置土槽装置坡度为１∶ １０，试验开始时，调节流量计，保持进水流量在７ ５ Ｌ ／ ｈ。记录每个取样点水样
首次流出时间，同时每隔１ ｈ在有水渗出的取样点取水样１次。每个取样点均有水渗出后停止进水，试验持
续１１ ｈ。试验时室温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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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土壤水分运移特性

初始含水量均一的均质、各向同性二维坡地，水体入渗时毛管吸力和重力的共同作用产生沿坡向的侧向
下渗流，入渗水体在向土壤深层迁移的同时也沿着坡长向坡底侧渗［１０１１］。由于试验土槽无法观测湿润锋的
运移，因此在本次试验中以不同位置取样点首次出现水样渗出的先后顺序来反映土壤中水分运动变化。进水
后约４ ｈ在４＃取样点处首先有水样流出，随后在１＃、５＃、２＃、６＃、３＃处依次有水流渗出。各取样点出流的具
体时间见图３。

图３　 各取样点出流时间对比图
　 Ｆｉｇ 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ｉｍ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从图３可以看出，在坡面的垂直方向上，距土
表面２４ ｃｍ处３个取样点４＃、５＃、６＃的出流时间比
相应断面距土表面１２ ｃｍ处１＃、２＃、３＃取样点出流
时间早。这种现象表明，非饱和入渗时，由于重力
对水体入渗的作用大于毛管吸力，水体在土槽中垂
直下渗速度大于侧渗速度。

在沿坡面方向上，随着坡长的增加，同一土层
各相邻取样点出流时间间隔变短。如在距土表面１２
ｃｍ的各取样点中，从进水到１＃出流时间间隔约４ ｈ；
从１＃出流到２＃出流时间间隔约２ ５ ｈ；从２＃出流到３
＃出流时间间隔缩短至约１ ｈ。这主要是由于随着进水量的增加，坡下土壤水分的重力势比坡上土壤水分的重
力势大，导致坡下水分渗流速度快于坡上水分渗流速度。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水体入渗按时间先后可分为两个连续过程：首先是土壤由“干”变“湿”，由非饱
和状态过渡到饱和状态的过程（从进水到停止进水）；然后是土壤由“湿”变“干”，由饱和状态过渡到非饱和
状态的过程（停止进水后）。在由非饱和状态过渡到饱和状态的过程中，随着进入土壤水体的增多，土壤饱
和度逐渐增加，渗透速度迅速变大。在由饱和状态过渡到非饱和状态的过程中，随着饱和度的逐渐减少，大
孔隙首先开始排水，流动逐步以小孔隙为主，这样造成过水断面的减少和流向弯曲，流程加长，渗透速度随
含水量的减少而迅速降低；另外，随着含水量的减少，水膜厚度也越来越薄，固体颗粒表面附近，水的粘性
作用加强，进一步减小相对渗透速度。
２ ２　 入渗水体氮随时间的分布特征

在微生物作用下，伴随着矿化作用、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吸附解吸作用和脱氮作用等生物化学作用
以及非生物化学作用，河岸带表土层入渗水体中ＮＨ ＋

４ Ｎ、ＮＯ －ｘ Ｎ进行相互转化，并且其中一部分转化为其
它形态的氮［２］。试验中各取样点水样ＴＮ、ＮＨ ＋

４ Ｎ的浓度过程线如图４所示。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１＃、２＃、４＃、５＃取样点ＴＮ、ＮＨ ＋

４ Ｎ的浓度随时间的增加均有一个先上升，再下降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升阶段变化较快，下降阶段变化比较平缓，在试验１０ ｈ后浓度变化不大趋于稳定。
整个过程中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的峰值大约出现在进水后８ ｈ。另外，３＃、６＃取样点的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从试验

开始到结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其浓度的峰值大约出现在试验后１０ ｈ。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土壤颗粒对入渗水体中ＮＨ ＋

４ 离子的吸附和解吸作用。在进水初期，由于土壤含水率低，且土壤试验前经过
自来水的充分淋洗，氮素本底浓度值低，土壤颗粒对入渗水体中ＮＨ ＋

４ 离子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导致各取
样点水样ＴＮ、ＮＨ ＋

４ Ｎ的浓度值比较低；随着进水量的增多，各取样点土壤对ＮＨ ＋
４ 离子吸附达到饱和时，

在入渗水流的作用下吸附在土壤颗粒上的部分ＮＨ ＋
４ 离子被淋洗出土体，同时来水中ＮＨ ＋

４ Ｎ无法被土壤吸
附，这时表现为各取样点水样ＴＮ、ＮＨ ＋

４ Ｎ的浓度值迅速增加；各点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值达到一个峰值后，

随着土壤含水率的降低，土壤颗粒表面附近水的粘性作用加强，ＮＨ ＋
４ 离子被吸附，各取样点ＴＮ、ＮＨ ＋

４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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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非饱和入渗各取样点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过程线

Ｆｉｇ ４ ＴＮ ａｎｄ ＮＨ ＋
４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浓度值逐渐减小并趋于稳定。

在试验开始后７ ｈ，土槽中下部土壤含水率较高，接近饱和。此时停止进水，土槽土壤水分进行再分布，
氮素在水力梯度和浓度梯度作用下发生迁移。此时土槽前段土壤含水率逐渐降低，土壤逐渐由饱和状态向非
饱和状态过渡，出现部分硝化作用，从而使得ＮＨ ＋

４ Ｎ浓度值随时间增加而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土槽前端
的１＃、２＃、４＃、５＃取样点的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值表现为减少的过程，而后端的３＃、６＃取样点浓度值则没有
明显的减少。

另外，试验停水是在进水后７ ５ ｈ，而图４显示１＃、２＃、４＃、５＃取样点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的峰值大约出

现在进水后８ ｈ；３＃、６＃取样点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的峰值大约出现在进水后１０ ｈ。这表明进水初期非饱和土壤

对ＮＨ ＋
４ 离子的吸附作用，导致了ＮＨ ＋

４ Ｎ的迁移滞后于水分的迁移。
２ ３　 入渗水体氮随运移距离的变化特征

由图４可知，试验９ ｈ后各取样点水样浓度基本趋于稳定。试验１１ ｈ时不同深度入渗水体ＴＮ、ＮＨ ＋
４ Ｎ

浓度沿坡长方向变化如图５所示，各取样点出流水样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值及削减率见表２。

图５　 不同深度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沿坡长方向变化（试验１１ ｈ）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Ｎ ａｎｄ ＮＨ ＋
４ 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ａｔ １１ ｈｏｕｒｓ

由图５可知，试验１１ ｈ，深度方向上，距土表面１２ ｃｍ处各取样点入渗水体中ＴＮ、ＮＨ ＋
４ Ｎ的浓度值均相应

比同一断面２４ ｃｍ处各取样点的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试验植物高羊茅的根系长度在１０ ｃｍ左右，植物
吸收作用使得１２ ｃｍ处入渗水体ＴＮ、ＮＨ ＋

４ Ｎ的浓度值比２４ ｃｍ处的浓度值低。
坡长方向上，入渗水体中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值随着坡长的增加而减少，在土槽的前部０ ～ ３６ ｃｍ的距离上
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值的减少幅度最大；在中间部分３６ ～ ７２ ｃｍ距离上减少的幅度次之；在尾部７２ ～ １０８ ｃｍ距离
上减少的幅度最小。这表明，氮素的截留主要发生在土槽的前部。

由表２数据分析比较可知，各取样点ＴＮ的削减率均小于ＮＨ ＋
４ Ｎ的削减率。其中３＃、６＃点作为每层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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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处最远的取样点，其水样ＴＮ、ＮＨ ＋
４ Ｎ削减率为每层最高。在试验到１１ ｈ时，ＴＮ浓度值分别减少到３ ９３

ｍｇ ／ Ｌ、４ ３４ ｍｇ ／ Ｌ，削减率达到６８ ０２％和６４ ６５％；ＮＨ ＋
４ Ｎ浓度值分别减少到１ ５１ ｍｇ ／ Ｌ、１ ６４ ｍｇ ／ Ｌ，削减率达

到７４ ２３％和７１ ９６％。这表明在非饱和入渗条件下，河岸带表土层对氮素有较好的削减效果。
表２　 各取样点出流水样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值及削减率（试验１１ ｈ）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Ｎ，ＮＨ ＋

４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ａｔ １１ ｈｏｕｒｓ

距土表面距离
／ ｃｍ

取样点号 进水水样浓度
／（ｍｇ·Ｌ － １）

ＴＮ ＮＨ ＋４ Ｎ
出流水样浓度
／（ｍｇ·Ｌ － １） 削减率／ ％ 出流水样浓度

／（ｍｇ·Ｌ － １） 削减率／ ％
１ ５ ６８ ５３ ７０ ２ ６１ ５５ ４４

１２ ２ １２ ２７ ４ ５７ ６２ ７５ １ ９５ ６６ ７３
３ ３ ９３ ６８ ０２ １ ５１ ７４ ２３

４ ６ ０７ ５０ ５２ ２ ８０ ５２ ２０
２４ ５ ５ ８６ ４ ７４ ６１ ３８ ２ １６ ６３ １１

６ ４ ３４ ６４ ６５ １ ６４ ７１ ９６

３　 结　 　 论
（１）在河岸带表土层非饱和入渗过程中，水分水平运移速度小于垂直运移速度，随着进水量的增加，

入渗速度加快；ＮＨ ＋
４ Ｎ的运移滞后于水分的运移。

（２）在河岸带土壤由“干”变“湿”以及由“湿”变“干”的过程中，各点渗流水体ＴＮ、ＮＨ ＋
４ Ｎ浓

度值呈现先急剧增加再缓慢减少趋于稳定的变化过程；试验１１ ｈ时，坡长方向上，渗流水体中ＴＮ、ＮＨ ＋
４ Ｎ

浓度值随运移距离增加而减少。
（３）河岸带对非饱和入渗水体中氮素的削减效果较好，在１ ０８ ｍ的坡长距离上，距土表面１２ ｃｍ深度

ＴＮ、ＮＨ ＋
４ Ｎ浓度分别下降７４ ２３％和６８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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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ｔ ａｎｄ ｗｅｔｔｏｄｒｙ，ｔｈｅ ＴＮ ａｎｄ ＮＨ ＋

４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ｓ ａ ｓｈａｒ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ｕｎｔｉｌ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ｒｕｅ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ｚｏｎｅ ｉｓ ｈｉｇｈ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１． ０８ ｍ ｌｏｎｇ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１１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ｅｇａｎ，ｔｈｅ ＴＮ ａｎｄ ＮＨ ＋

４ 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ｐｏｉｎｔｓ １２ ｃｍ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ｄｕｃｅ ｂｙ ７４． ２３％ ａｎｄ
６８． ０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ｚｏｎｅ；ｔｏｐ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ｏｉｌ ｔａｎｋ

３７５　 第４期 钱进，等：河岸带表土层氮素非饱和入渗运移规律模拟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５０９０９０３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