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ＣＮＫＩ：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１０９１１ １１３２ ００６

基于ＤＲＡＩＮＭＯＤ的农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动态模拟
洪　 林，罗文兵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为了解水旱农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机理及过程，于２００８年６ ～ ９月在湖北省漳河灌区开展了田间试验，并利
用ＤＲＡＩＮＭＯＤ模型对其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水田地表径流铵态氮和硝态氮的流失率均高于旱地，水田地表
径流以铵态氮为主，而旱地以硝态氮为主。水旱农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模拟值与实测值都非常接近，水田地表径流
硝态氮和铵态氮模拟的相对误差分别为８ ３５％和１０ ９９％，旱地分别为５ ４５％和１４ １１％；水田硝态氮和铵态氮模
拟的效率系数分别为０ ９６１和０ ９７４，旱地的分别为０ ９９３和０ ９３８，效果都很好。因此，利用ＤＲＡＩＮＭＯＤ模型进
行该地区农田氮素流失动态模拟是可行而有效的。
关键词：水污染；地表径流；氮素；流失；动态模拟；ＤＲＡＩＮＭＯＤ模型
中图分类号：Ｘ５０１；Ｘ５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１）０５０７０３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０９；网络出版时间：２０１１０９１１
网络出版地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１０９１１ １１３２ ００６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０６３９０４０；５０９７９０７３）
作者简介：洪　 林（１９６３ －），女，安徽巢湖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田水环境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ｈｏｎｇ＠ ｗｈｕ ｅｄｕ ｃｎ

农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问题已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１３］，其过程、影响因素及机理极其复杂，难以单
纯依靠试验或者模拟来了解。国外关于农田氮素流失研究起步较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从试验和机理研究发
展到模型研究，开发了一系列模拟模型，并将“３Ｓ”技术、试验和模型三者结合起来定量评价农田氮素流
失，预测农田管理措施对地表径流氮素流失的影响。中国对农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目前
主要侧重于地表径流氮素流失机理，在模拟方面主要是借助国外研制的模型［２３］。而国外的模型大多是针对
所研究区域研制的，所得出的模型能否在中国应用有待实践检验。目前，模拟农田排水及氮素流失的模型较
多［４６］，其中应用最广的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由Ｓｋａｇｇｓ开发的田间水文模型———ＤＲＡＩＮＭＯＤ模型［７］，在许多
国家和地区已经进行了测试和应用，被公认为具有简单、迅速和预测准确等优点［７１１］。在中国，一些学者曾
介绍过ＤＲＡＩＮＭＯＤ，并进行了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１２１６］。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显示了模型的理论、方法和
思路的合理性，但目前将ＤＲＡＩＮＭＯＤ模型应用于中国南方水稻灌区的研究鲜见报道。

本文以湖北省漳河灌区为例，通过田间试验与模型研究相结合，了解ＤＲＡＩＮＭＯＤ在这一地区的适用性，
探索水旱农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规律，以期为今后中国南方地区农田排水工程的建设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提
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模型原理及应用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模型以土壤剖面中的水量平衡为基础，用来模拟不同排水设计及管理措施下的农田排水过
程，可以较为准确的预测出田间地下水位、地表和地下排水量以及作物产量等。近年来，随着农田排水引起
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该模型的功能和应用范围也得到不断拓展，增加了氮素等农田养分流失的模拟模块。

水氮运移模型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Ｎ ＩＩ是在ＤＲＡＩＮＭＯ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于模拟湿润地区浅水位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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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非饱和区（一维，垂向）及饱和区（二维，垂向和侧向）的土壤水和氮素转化运移。模型考虑了硝态氮、铵
态氮及有机氮等，描述了土壤中较为全面的氮循环过程，包括降雨沉淀、氮肥溶解、有机氮的净矿化、反硝
化、作物根系吸收、地表径流和地下排水损失等，见图１。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Ｎ ＩＩ模型采用一个多相一维对流弥散反应方程来模拟土壤氮素运移转化，形式如下［１６］：

ｔ
（θａＣ ａ ＋ θｇＣ ｇ ＋ ρｂＣ ｓ）＝ ｚ θａＤ ａ

Ｃ ａ
ｚ
＋ θｇｄ ｇ

Ｃ ｇ
( )ｚ －

（ｖａＣ ａ）
ｚ

＋ Ｓ （１）

图１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Ｎ ＩＩ模型氮循环简图
Ｆｉｇ １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Ｎ ＩＩ

式中　 θａ 和θｇ 分别为土壤液相和气相的体积分数；Ｃ ａ、
Ｃ ｇ 和Ｃ ｓ分别为氮素液态、气态和固态的浓度；ρｂ 为土
壤固相的干容重；Ｄ ａ 为水动力扩散系数；ｄ ｇ 为分子扩
散系数；ｖａ 为液相的体积通量；Ｓ为源汇项；ｔ为时间；
ｚ为空间坐标。

三相氮素各组分浓度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Ｃ ｓ ＝ Ｋ ｄＣ ａ；Ｃ ｇ ＝ Ｃ ａ ／ Ｈ （２）

式中　 Ｋ ｄ 为分配系数；Ｈ为Ｈｅｎｒｙ系数。
将式（１）和式（２）合并后得如下表达式：

ｔ
（θａＲ ｆＣ ａ）＝ ｚ Ｄ ｅ

Ｃ ａ
( )ｚ －

（ｖａＣ ａ）
ｚ

＋ Ｓ （３）
式中　 Ｒ ｆ为阻滞因子；Ｄ ｅ 为有效弥散系数。

其中源汇项Ｓ涉及的循环过程可表述如下：
Ｓ ＝ Ｓｄｅｐ ＋ Ｓ ｆｅｒ ＋ Ｓｍｉｎ ／ ｉｍｍ ＋ Ｓｎｉｔ － Ｓｄｅｎ － Ｓ ｒｎｆ － Ｓｕｐｔ － Ｓｈｙｄ － Ｓ ｖｏｌ （４）

式中　 Ｓｄｅｐ为降雨沉淀；Ｓ ｆｅｒ为化肥溶解；Ｓｍｉｎ ／ ｉｍｍ为净矿化（固持）；Ｓｎｉｔ为硝化；Ｓｄｅｎ为反硝化；Ｓ ｒｎｆ为径流损失；
Ｓｕｐｔ为根系吸收；Ｓｈｙｄ为尿素水解；Ｓ ｖｏｌ为氨挥发。各源汇项的计算详见Ｂｒｅｖé等［１７］。

通过对式（３）进行离散化变为差分方程后求解各种形态氮素浓度的时空变化。本文通过对模型的结构、
计算公式和输入参数进行修正，将其应用于水稻为主的坡地梯田的地表径流氮素流失模拟。
１ ２　 模拟评价

采用统计参数相关系数Ｒ、总量相对误差ε及建模效率系数（Ｎａｓｈ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效率系数）η２ 作为模拟效果的
评价指标，用来定量描述模拟值和观测值之间的差异程度，其表达式如下：

Ｒ ＝ 
ｎ

ｉ ＝ １
Ｏｉ － 珚( )Ｏ （Ｐｉ － 珔Ｐ( )） ２ （

ｎ

ｉ ＝ １
（Ｏｉ － 珚Ｏ）２

ｎ

ｉ ＝ １
（Ｐｉ － 珔Ｐ）２槡 ） （５）

ε ＝ （
ｎ

ｉ ＝ １
Ｐｉ －

ｎ

ｉ ＝ １
Ｏｉ）

ｎ

ｉ ＝ １
Ｏｉ × １００％ （６）

η２ ＝ １ －
ｎ

ｉ ＝ １
（Ｏｉ － Ｐｉ）２ 

ｎ

ｉ ＝ １
（Ｏｉ － 珚Ｏ）２ （７）

式中　 Ｏｉ为观测值序列；Ｐｉ为模拟值序列；珚Ｏ为观测值序列均值，珔Ｐ为模拟值序列均值；ｎ为序列个数；Ｒ
为模拟值与观测值的相关程度，ε和η２ 反映模型模拟效果的好坏。ε最优值为０，Ｒ和η２ 的最优值为１。
１ ３　 试验田块布置及相应的处理

试验田位于湖北省漳河灌区团林试验站，该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在零星岗地种植玉米等旱作。本研究
选取灌区有代表性的２种田块———水田和旱地，开展地表排水及氮素流失特性研究。玉米和水稻分别于６月
１日和６月５日播种和插秧，９月２０日和９月１０日收割，农田田块的平面及纵断面布置图分别如图２中
（ａ）、（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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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试验田块布置图（单位：ｍ）
Ｆｉｇ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ｌａｙｏｕｔ

在每个田块出水口处设量水堰和集水箱。每次降雨后，利用集水箱收集地表径流，逐时段进行流量观测
及取样化学分析，并进行日流失量累积计算。
１ ４　 模型主要输入参数

表１和表２列出了模型的主要输入参数。
（１）土壤参数　 各层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垂向和侧向饱和导水率以及有关的土壤数据等。
（２）排水系统参数　 地表和地下排水。地表排水包括最大和最小地表积水深度；地下排水包括排水沟

（管）的深度、间距、地面到相对不透水层的距离、排水系数及初始地下水埋深等。
（３）氮素运移转化相关参数　 纵向弥散系数、ＮＨ ＋

４ 的吸附系数；硝化速率和反硝化速率；不同土层和
土壤类型的有机质潜在分解率和碳氮比等。

此外，还有气象参数，包括日最大（小）气温、降雨量以及模拟区纬度和热力指标；土壤初始含水率、氮
素浓度作物生长适宜含水量及根系活动层深度等。模型运行前，需将气象数据和土壤数据做成文本格式，导
入模型自带的数据准备程序进行转换；而作物和排水系统参数则直接在可视化界面上输入即可；氮素运移转
化参数则需要采用模型的默认值，然后通过对模拟值和实测值的对照比较，反复调参得到。

表１　 试区农田土壤特性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土层深度／ ｃｍ 饱和含水率
／（ｃｍ３·ｃｍ － ３）

凋萎系数
／（ｃｍ３·ｃｍ － ３）

饱和水力传导度
／（ｃｍ·ｈ － １）

侧向饱和导水率
／（ｃｍ·ｈ － １） 容重／（ｇ·ｃｍ － ３）

０ ～ ２０ ０ ５２９ ０ ０７５ ０ ４９３ ３ ０ １ ４０
２０ ～ ７０ ０ ４６３ ０ ０８６ ０ ６５８ ３ ０ １ ３２
７０ ～ １５０ ０ ４４６ ０ ０８０ ０ ５６５ ３ ０ １ ３５

表２　 排水及氮素转化运移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ｐｕ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排水及地下水参数 氮素转化和运移参数
排水管埋深／ ｃｍ 相对不透水层深度／ ｃｍ 净矿化速率／ ｄ － １ 反硝化速率／ ｄ － １ 扩散长度／ ｃｍ

４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３ １０ ０

１ ５　 模型的调整与改进
由于ＤＲＡＩＮＭＯＤ模型最初研发时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东部湿润的沿海冲积平原的旱地氮素流失，因此将

模型应用于中国南方水稻灌区坡地梯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模型的输入及计算公式进行一些调整。对于水旱
农田，排水流量采用贾忠华等［１８］提出的根据Ｋｉｒｋｈａｍ的流场理论的改进方法进行计算。还对模型的结构及
参数进行调整：将排水明沟的水力半径代替排水暗管的有效管径；考虑水旱作物灌溉水量的差异，分别对输
入降雨量资料加以处理，将灌水量加入到相应的降雨量中；此外，在模型中考虑地形差异、田埂高度、作物
生长及水肥管理措施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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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在２００８年６ ～ ９月，对水旱农田全生育期的地表径流量及其硝态氮、铵态氮流失量进行了观测分析，并

利用ＤＲＡＩＮＭＯＤ对其进行模拟，其结果如图３和图４所示，其统计参数结果如表３所示。

图３　 水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累积过程
Ｆｉｇ 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ｆｒｏｍ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图４　 旱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累积过程
Ｆｉｇ 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ｆｒｏｍ ｕｐｌ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表３　 水旱农田地表径流氮素累计流失量及流失率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ｏｓ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ｒａｔｅ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ｕｐｌ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作物
类型 氮素形态 流失量模拟值

／（ｋｇ·ｈｍ － ２）
流失量实测值
／（ｋｇ·ｈｍ － ２）

相对误差
／ ％ 相关系数 效率系数 施氮量

／（ｋｇ·ｈｍ － ２）
流失率
／ ％

水稻 ＮＯ －３ Ｎ ３１ ５３ ２９ １０ ８ ３５ ０ ９９５ ０ ９６１ １８０ ００ １６ １７
ＮＨ ＋４ Ｎ ４２ ６３ ３８ ４１ １０ ９９ ０ ９９４ ０ ９７４ １８０ ００ ２１ ３４

玉米 ＮＯ －３ Ｎ ２３ ２２ ２２ ０２ ５ ４５ ０ ９１５ ０ ９９３ １５０ ００ １４ ６８
ＮＨ ＋４ Ｎ ８ ６５ ７ ５８ １４ １１ ０ ８９６ ０ ９３８ １５０ ００ ５ ０５

由表３可知，水田地表径流硝氮和铵氮流失量的模拟值分别为３１ ５３ ｋｇ ／ ｈｍ２ 和４２ ６３ ｋｇ ／ ｈｍ２，旱地的硝
氮和铵氮流失量的模拟值分别为２３ ２２ ｋｇ ／ ｈｍ２ 和８ ６５ ｋｇ ／ ｈｍ２，均接近实测值；水田地表径流硝态氮和铵态
氮的流失率分别为１６ １７％和２１ ３４％，而旱地的流失率分别为１４ ６８％和５ ０５ ％；水田地表径流硝态氮和
铵态氮的流失率之和为３７ ５１％，旱地为１９ ７３％。这说明水田地表径流硝态氮和铵态氮的流失率均大于旱
地，水田的氮肥多以地表径流的形式流失，这与该地区以往的研究成果一致［２］。
２ １　 水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模拟

由图３可知，在模拟的水稻生长期（２００８０６０５ ～ ０９１０）内，８月份氮素流失量相比６、７、９月份要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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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主要原因是８月份降雨量较大，使得排水量增加，致使８月份的氮素流失量高于６、７、９月份。此
外，水田地表径流铵态氮流失量要大于硝态氮，这主要是因水稻生长的绝大多数时间田面都有积水，土层基
本为嫌气层，而氮素的硝化作用受到抑制，ＮＯ －３ Ｎ往往被还原为ＮＨ ＋

４ Ｎ损失，从而使得排水中ＮＨ ＋
４ Ｎ浓

度较高。此外，硝态氮和铵态氮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２ ２　 旱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模拟

由图４可知，在模拟的玉米生长期（２００８０６０１ ～ ０９２０）内，８月份氮素流失量相比６、７、９月份要高出
很多，与水稻类似，原因相同。此外，玉米硝态氮的流失量要远大于铵态氮，原因在于玉米地中土壤通气条
件较好，大多的氮肥都能硝化，所以随着降雨流失的硝态氮较多。
２ ３　 模拟效果评价

由表３可知：水田硝态氮和铵态氮模拟的相对误差分别为８ ３５％和１０ ９９％，相关系数分别为０ ９９５和
０ ９９４，效率系数分别为０ ９６１和０ ９７４；旱地硝态氮和铵态氮模拟的相对误差分别为５ ４５％和１４ １１％，相
关系数分别为０ ９１５和０ ８９６，效率系数分别为０ ９９３和０ ９３８。可见，模拟的相对误差均较低，而模型的
相关系数及效率系数均较高。此外，水旱农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累计量的模拟值大于实测值，但相差不大。

由此可见，水田和旱地逐日累计的地表径流硝态氮和铵态氮模拟值与实测值较为吻合，相对误差较小，
相关系数和模型效率系数较高。

３　 结　 　 论
（１）对漳河灌区团林试区２００８年６ ～ ９月水旱农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率进行计算和比较，水田地表径

流硝态氮和铵态氮的流失率分别为１６ １７％和２１ ３４％，而旱地的流失率分别为１４ ６８％和５ ０５％；水田地
表径流硝态氮和铵态氮流失率之和达到３７ ５１％，而旱地为１９ ７３％。这说明水田地表径流氮素流失率均大
于旱地，水田的氮肥多以地表径流的形式流失。

（２）利用改进后的ＤＲＡＩＮＭＯＤ模型对水旱农田硝态氮和铵态氮的流失过程进行模拟，模拟值与实测值
的相对误差较小，５ ４５％ ～ １４ １１％；相关系数较高，０ ９１５ ～ ０ ９９５；模型的效率系数也较高，０ ９３８ ～
０ ９９３，这说明改进后的ＤＲＡＩＮＭＯＤ模型可以用于该地区的地表径流氮素流失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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