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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下水补给条件下非饱和砂壤土冻结试验及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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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土壤冻融过程中不同地下水位对土壤的补给规律，在室内进行了两组不同地下水边界条件下的土柱

冻结试验：Ａ组无地下水补给，土柱高度 ６０ｃｍ；Ｂ组地下水维持在距土柱表层 ６０ｃｍ深度处。土壤在冻结过程中水

分及盐分均呈向上运移趋势，稳定浅地下水补给会加剧水分及盐分向上运移，造成上层土壤盐分的聚积，影响土

壤剖面的热量平衡，引起剖面温度的重新分布，从而减缓冻结锋的推进速度。运用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冻融模块对不同地

下水埋深（０５ｍ，１０ｍ，１５ｍ，２０ｍ，２５ｍ）情况下冻结过程中水分运移规律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表明：累

积补给量在埋深小于 １５ｍ时随埋深增加而有所增加，而当地下水埋深大于 １５ｍ时，累积补给量随着埋深增加而

有所减小，甚至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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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冻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含了水分的相变、水分及盐分的运移以及热量的传输等一系列过程，而

且每一过程之间都有着相互耦合的关系。根据土壤冻融过程中水热盐耦合运移的机理，建立了一些数值模

型，雷志栋等
［１２］
在冻土水热迁移基本方程的基础上推导出了冻土水热耦合方程，该模型原理简单，只考虑

了水热的耦合，未考虑盐分的运移。郑秀清和樊贵盛
［３］
则在 Ｈａｒｌａｎ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冻融土壤一维水热

耦合运移模型，模型中考虑了简单的盐分对流弥散机理。Ｆｌｅｒｃｈｉｎｇｅｒ［４］则在考虑盐分对水热迁移影响的基础
上建立了积雪残茬土壤系统中水热迁移的数值模型，并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Ｈａｎｓｓｏｎ等［５］

对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模型进行了修改，考虑土壤冻融过程中水热耦合，研究了路基冻融过程中水热运移规律。

然而，野外试验观测发现，在冻融过程中水、热及盐分的运移具有很强的耦合关系，尤其是在地下水位

较高情况下（如秋浇后立即封冻，造成地下水位在冻结初期保持较高水平），水分、盐分及热量的运移规律

就更为复杂
［６７］
。目前的试验及模型在研究冻土时，很少有详细考虑地下水埋深对冻融土壤水热盐耦合运移

规律的影响，尤其是在浅地下水埋深情况下地下水对上层冻融土层的补排规律及影响
［２］
。樊贵盛等

［８９］
对地

下水埋深对季节性冻融土壤水分入渗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发现地下水埋深对冻融土壤水分的入渗具有较大

的影响，浅地下水埋深具有阻渗作用。黄兴法等
［１０］
、李瑞平等

［１１］
通过现场试验观测发现，地下水在冻融期

的动态变化与土壤的冻融过程联系紧密，尤其是浅层地下水埋深在冻融过程中对上层土壤的冻融影响更为剧

烈，在盐碱化土壤中浅地下水埋深更容易造成冻融过程中土壤的表层积盐，影响农业生产活动。

本文通过室内冻融试验，对不同下边界条件下，土壤冻结过程中水分、盐分及热量的运移规律进行研

究，探讨地下水对水热盐耦合运移的影响规律；并用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冻融模块对不同地下水埋深情况下土壤冻
结过程中水热运移过程进行模拟，分析地下水埋深对土壤冻融过程的影响规律，为寒旱区土壤冻融实验及模

拟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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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土样来自于内蒙古河套灌区义长灌域永联试验站，质地为砂壤土，土壤物理及水动力参数如表 １所

示。试验土样先风干，再经人工研磨并过 ２ｍｍ筛。通过向土样中均匀喷洒纯水将土样的初始体积含水率调
至 ３０％，而土柱初始平均含盐量为 ０５５ｇ／１００ｇ。

表 １　土壤物理及水动力性质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粒径分布／％

＜２μｍ ２～５０μｍ ＞５０μｍ

容重／
（ｇ·ｃｍ－３）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θｒ θｓ α ｎ

渗透系数／
（１０－５ｃｍ·ｓ－１）

４６ ６００ ３５４ １５ ００８７６ ０４３９５ ０００８７ １４７００ ５５１

　注：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用 ｖａｎ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模型表示。

本试验土柱装置采用内径为 ２０ｃｍ，厚度为 ８ｍｍ的分段式有机玻璃柱，每段 ２０ｃｍ，共 ８０ｃｍ，上面 ６０
ｃｍ填装试验土样，下面 ２０ｃｍ为砂卵石反滤层。有机玻璃柱下端设置于马氏瓶连接口，以方便在实验过程
中通过马氏瓶维持固定水位。柱壁每隔 １０ｃｍ设置一排 ＴＤＲ水分探头及 ＰＴ１００温度探头插孔，用于冻结过
程中液态含水率及温度的实时获取。土样按干容重１５ｇ／ｃｍ３进行分段填装，每５ｃｍ为一层，压实后层间打
毛，以保证层间良好接触并严格控制各层密实度。填装完成后，将土柱在室温条件下静置 １ｄ，以保证土柱
连续均匀。土柱四周用保温材料进行保温处理，防止侧向发生热交换。试验采取上端控温，控温装置为

ＸＴ５７０４ＬＴＲ４０型号的恒温液浴循环装置，实验开始后，将整根土柱放置于恒温箱中（箱内温度为 ５℃），待
土柱温度与恒温箱温度比较接近后（１ｄ后），从上端冻结，冻结温度设置为－１５℃。
１２　试验方法

试验分为 Ａ、Ｂ两组，Ａ组土柱填装高度为 ６０ｃｍ，下端无地下水补给，Ｂ试验土柱填装高度同样为
６０ｃｍ，在底端通过马氏瓶与土柱连接将地下水位稳定维持在距土柱表层６０ｃｍ处。冻结试验开始后，打开 Ｂ
组马氏瓶进行水分补给，每隔 ６ｈ进行一次水分及温度数据的读取，并记录马氏瓶水位。试验进行 ３ｄ后，
停止冻结并分层取样。取样时，表层 ２０ｃｍ范围内每 ２ｃｍ取一组样，下层则每 ５ｃｍ取一组样，为保证取样
均匀，每一深度在土柱截面不同位置取 ３个平行样。通过烘干法测定土样的总含水率，并用电导率仪测定土
壤浸提液电导值（土水比 １∶５）。在实验开始前，对电导率仪进行标定，拟合得到土壤浸提液电导值（ＥＣｅ）与

土壤含盐量的线性关系（Ｒ２＝０９９９）。
１３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模型冻融模块
１３１　水流运动方程改进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采用修正后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方程计算非饱和水流运动，该方程考虑了汽态、液态及固态（冰）的
运动或变化过程，并耦合了温度对水分运动的影响，公式如下：

θｕ（ｈ）

ｔ
＋
ρｉ
ρｗ

θｉ（Ｔ）

ｔ
＝
ｚ
ＫＬｈ（ｈ）

ｈ
ｚ
＋ＫＬｈ（ｈ）＋ＫＬＴ（ｈ）

Ｔ
ｚ
＋Ｋｖｈ（θ）

ｈ
ｚ
＋ＫｖＴ（θ）

Ｔ
ｚ[ ] －Ｓ　 （１）

式中　θｕ为未冻含水率（包括液态水与汽态水），ｃｍ
３／ｃｍ３；θ为液态水含量，ｃｍ３／ｃｍ３；θｉ为含冰量，

ｃｍ３／ｃｍ３；ｔ为时间，ｓ；ｚ为空间坐标，ｃｍ，向上为正；ρｉ为冰密度，ｋｇ／ｍ
３
，取 ９３１ｋｇ／ｍ３；ρｗ为液态水密

度，ｋｇ／ｍ３，取 １０００ｋｇ／ｍ３；ｈ为压力水头，ｃｍ；Ｔ为温度，Ｋ；Ｓ为源汇项，ｓ－１，通常为根系吸水项。
方程右端前 ３项分别为水头梯度、重力及温度梯度作用下的液态水运动，后两项分别为水头梯度及温度

梯度作用下的汽态水运动。ＫＬｈ、ＫＬＴ、Ｋｖｈ和 ＫｖＴ分别为水势作用下的液态水力传导度（冻土中为 ＫｆＬｈ）、温度
作用下的液态水力传导度、水势作用下的汽态水力传导度和温度作用下的汽态水力传导度。Ｋｖｈ和 ＫｖＴ的计算
过程参照文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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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水力传导度 ＫＬｈ可根据 ＶＧ模型计算，而对于冻土中液态水的传导度，则采用下式计算：

ＫｆＬｈ＝１０
－ΩＱＫＬｈ　 （２）

式中　Ω为放大系数，取 Ω＝７；Ｑ为含冰率，即土壤中冰的含量与总含水减去残余含水量的比值。
温度梯度作用下的水力传导度 ＫＬＴ则可以根据下式计算：

ＫＬＴ＝ＫＬｈ ｈＧｗＴ
１
γ０

ｄγ
ｄＴ( ) 　 （３）

式中　ｈ为水头，ｍ；ＧｗＴ为放大因子，取 ＧｗＴ＝７；γ为土壤水表面张力，γ＝７５６－０１４２５－２３８×１０
－４Ｔ２，

ｇ／ｓ２。
１３２热流运动方程

模型中热流方程采用如下表达形式：

ＣｐＴ

ｔ
－Ｌｆρｉ

θｉ
ｔ
＋Ｌ０（Ｔ）

θｖ（Ｔ）

ｔ
＝


ｚ
λ（θ）

Ｔ
ｚ[ ] －ＣｗｑｌＴｚ －Ｃｖ

ｑｖＴ

ｚ
－Ｌ０（Ｔ）

ｑｖ
ｚ
－ＣｗＳＴ　 （４）

式中　θｖ为汽态水含量，ｃｍ
３／ｃｍ３；Ｌ０＝Ｌｗρｗ，Ｌｗ为水汽化潜热，Ｌｗ＝２５０１×１０

６－２３６９２Ｔ，Ｊ／ｋｇ；Ｌｆ为水结

冰潜热，近似为 ３３４×１０５Ｊ／ｋｇ。左边第 １项为能量改变，第 ２项和第 ３项分别代表冰及水汽潜热改变。右边
５项分别代表土壤热传导项、液态水流动引起的显热对流项、水汽扩散引起的显热对流项、水汽扩散产生的
潜热项及根系吸水相关的源汇项。λ（θ）为土壤热导率，Ｗ／（ｍ·℃）；ｑｌ为液态水通量，ｍ／ｓ。 Ｃｐ为土壤体积

热容，Ｊ／（ｍ３·Ｋ－１），为土壤中各相成分（固相 Ｃｎ、液相 Ｃｗ、汽相 Ｃｖ和冰相 Ｃｉ）的热容之和，Ｃｐ可表达
如下：

Ｃｐ＝Ｃｎθｎ＋Ｃｗθｕ＋Ｃｖθｖ＋Ｃｉθｉ　 （５）
方程（１）中，未知项为土壤汽态水含量 θｖ和含冰量 θｉ，而汽态水含量 θｖ可根据 Ｆｉｃｋ定律获得，即

θｖ（Ｔ）

ｔ
＝１
ρｗ

ｑｖ
ｚ
　 （６）

ｑｖ＝－Ｄｖ
ｄＨｒρ′ｖ
ｄｚ

＝－Ｄｖρ′ｖ
ｄＨｒ
ｄｚ
－ξＤｖＨｒｓ

ｄＴ
ｄｚ
　 （７）

式中　ｑｖ为水汽通量，ｋｇ／（ｍ
２
·ｓ－１）；Ｄｖ为土壤中水汽扩散度，ｍ

２／ｓ；Ｈｒ为相对湿度，％；ρ′ｖ为饱和水汽密

度，ｋｇ／ｍ３；ζ为放大因子，可根据经验公式确定［３］
；ｓ为饱和水汽密度随温度变化率，ｓ＝０００００１６５＋

４９４４４３ρ′ｖ／ＴＫ
２
，ＴＫ为绝对温度，Ｋ。

土壤液态含水率则可通过土壤冻结曲线（θｕ～Ｔ关系）获得，即通过室内试验或经验公式确定土壤液态水
含量与负温之间的关系曲线。

因此，在知道土壤总含水量的情况下，含冰量 θｉ则可以根据总含水量减去液态及汽态水含量获得。同
时将 θｖ和 θｉ代入方程（４）即可求解出土壤温度方程未知量 Ｔ。

方程（１）与方程（４）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两个方程都依赖于含水量、压力水头和温度，在求解过程中
相互联系。模型采用有限差分方法分别对水分及热流运动方程求解，并考虑水分与热的耦合关系，进行迭代

求解。

２　试验结果分析

２１　液态含水率变化规律
图 １显示了冻结过程中不同时刻 ＴＤＲ测定的两组试验土柱不同深度处液态含水率的剖面。在冻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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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随着冻结前缘的向下移动，上层已冻结土层的液态含水率逐渐减小。在无地下水补给情况下（图１（ａ）），
由于表层接近控温端，表层 ５ｃｍ最先冻结，液态含水率在第 １天即达到 ０１ｃｍ３／ｃｍ３，且此后表层温度基本
不变，保持在－１５℃左右，达到稳定状态。而随着冻结锋的继续下移，冻结层的液态含水率为 ００９～
０１０ｃｍ３／ｃｍ３，这是因为土体中始终存在一部分薄膜水，这部分水分由于受到土体颗粒表面范德华的作用，
以液态形式紧紧束缚在土体颗粒表面。当试验进行到第 ３天时，土壤的冻结达到稳定，各土层的温度变化率
为０～１０３℃／ｄ，冻结锋移动至 ３０ｃｍ附近。

图 １（ｂ）为冻结过程中维持稳定地下水埋深为 ６０ｃｍ时土柱剖面的液态含水率变化规律。由于有地下水
补给，下层未冻结土壤的液态含水率明显增加，在冻结第 １天，５０～６０ｃｍ土层的液态含水率达到
０３７ｃｍ３／ｃｍ３，而随着冻结过程的持续，水分不断向上补给，未冻土层含水率逐渐增加，分别在第 ２天和第
３天含水率增加的范围达到 ４０ｃｍ和 ３０ｃｍ处。而且，在冻结过程中的温度观测发现，对于有地下水补给组，
冻结锋的推进速度明显减慢，在第 ３天试验结束时，冻结锋推进至 ２２ｃｍ处。这是由于冻结后土柱剖面温度
梯度及水势梯度的存在，导致地下水源源不断地向上运移，而水分向上移动的同时，还将下层的热量向上传

递，引起土壤剖面的温度重分布，影响冻结锋的向下推进。

图 １　两组试验冻结过程中液态含水率变化规律

Ｆｉｇ１ Ｕｎｆｒｏｚｅ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２　温度剖面变化

图 ２　两组试验冻结过程中温度剖面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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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为两组试验在冻结过程中不同期间温度剖面变化，可以看出，温度在冻结开始的第 １天变化较为剧
烈，尤其在上层已冻结土层及未冻层温度梯度较大，而在下端，温度梯度较小。对于 Ａ组，由于在冻结过
程中无地下水补给，土柱剖面的温度受上边界温度的影响变化较为剧烈，在冻结后第 １天，５ｃｍ深度处温
度达到－１１５℃，此时冻结深度（温度为 ０℃的土层深度）达到 ２０ｃｍ深度（图 ２（ａ）），而 Ｂ组由于有地下水稳
定补给，在冻结过程中，地下水的向上运动会影响土柱剖面的温度场，引起温度的重新分布，因此，即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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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表层温度较低（－１５℃），但整个土柱剖面的温度变化并不如 Ａ组剧烈，在冻结进行到第 １天时，冻结深度
仅为 １５ｃｍ。随着冻结的进行，在第 ２天，两组土柱温度剖面已经接近稳定，冻结深度分别达到 ２７ｃｍ和
２０ｃｍ，而在试验结束时（第 ３天），土柱温度剖面较第 ２天变化很小，Ａ、Ｂ两组的剖面温度变化分别为
－１０３～０５１℃和－０２６～－０７７℃，故可认为冻结基本达到稳定，此时两组的冻结深度分别为 ３０ｃｍ和
２２ｃｍ。

两组试验温度剖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有地下水（尤其是浅埋深地下水）补给时，水分对整个土柱冻结过

程的影响很大，这是由于地下水在向上补给时，水分同时携带着热量，由于整个土柱剖面温度存在差异，在

水分经过之处会发生热交换，尤其在冻结前缘，水分聚集强烈，更会发生大量的热量交换，引起土柱剖面的

温度重新分布，进而减缓冻结锋的向下推进，水热的耦合运移在地下水浅埋深情况下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对

于 Ａ组，冻结过程中无地下水向上补给，土柱剖面的水分在温度及水势梯度作用下发生重分布，在 ４２ｃｍ以
上土层含水率分别增加了 ２７％～２３４％，而 ４２ｃｍ以下土层的含水率分别减小了 ８２％～１３９％。
２３　水盐分布规律

图３为 Ａ、Ｂ两组试验在冻结前后土柱剖面的水分及盐分分布情况。由图３（ａ）可以看出，对于有地下水
补给的 Ｂ组，试验过程中整个剖面的水分均有增加，且表层 １０ｃｍ以下土层含水率的增加量较表层大，表层
１０ｃｍ土层含水率增加 ７１％，而下层各土层的含水率增加幅度达到 １２４％～４１５％。这是由于表层冻结后，
土壤的液态含水率减小，导水性能也迅速降低，水分在冻结前缘附近聚集，引起该土层的水分增加较为明

显。试验过程中马氏瓶水位变化结果表明，地下水累积补给量随冻结时间呈幂函数增加，Ｑ＝２９６３６ｌｎｔ＋
１７６５９，Ｒ２＝０９９３，试验结束时，累积补给量达 ８７１３５ｃｍ３。

图 ３　Ａ、Ｂ组试验前、后水分及盐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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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Ａ组，冻结过程中无地下水向上补给，土柱剖面的水分在温度及水势梯度作用下发生重分布，在
４２ｃｍ以上土层含水率分别增加了 ２７％～２３４％，而 ４２ｃｍ以下土层的含水率分别减小了 ８２％～１３９％。

在水分运移过程中，盐分是随着水分一起运移的，“盐随水移”是冻土中水盐运移的主要形式。由图 ３
（ｂ）可以看出，两组试验上层的含盐量均有所增加，且有地下水补给的 Ｂ组盐分增加量较无地下水补给的 Ａ
组要明显，这是因为有地下水补给组在冻结过程中的水分通量较大，因此随着水分向上运移的盐分也较多，

引起整个土柱剖面在 ３７ｃｍ以上土层的含盐量增加，增加幅度为 １７％～６１％；而在 ３７ｃｍ以下土层盐分含
量明显减小，减小幅度为 ５３７％～８５７％。对于 Ｂ组接近地下水位处的土层（５０～６０ｃｍ），由于毛管力的作
用，而使该层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且由于地下水为纯水，不含盐分，故有部分盐分在浓度梯度的作用下扩

散至地下水中，导致试验结束时该层土壤含盐量仅为００９％，且试验结束后通过对整个土柱剖面及地下水中
的盐分平衡计算结果表明，盐分质量守恒。由此可以看出，在有浅埋深地下水补给的情况下，地下水位附近

土层的盐分运动有两个趋势：温度梯度作用下的向上运动和浓度梯度作用下的向下扩散。对于 Ａ组，只在
表层 １０ｃｍ土层内盐分含量有较为明显的增加，增加 ２２８％，下层土壤的盐分含量有所减少，各土层分别减
小了 ４１％～１６７％，盐分在土柱剖面发生了重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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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Ａ、Ｂ两组试验前后水分及盐分剖面的变化可以看出，地下水位对土壤冻结过程中的水盐运移有着
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地下水补给条件较好时，地下水对上层土壤水盐分布影响更为明显。

因此，在盐碱化地区，为了防止地表在冻融过程中积盐，应在冻结开始前尽量降低地下水位，以此来减

小冻融过程中水分向上补给的通量，从而减小盐分的向上累积。

３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冻融模拟与分析

３１　模型验证
为验证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冻融模块在模拟土壤水热耦合运移过程中的可靠性，本文利用该模型对室内两组冻

结试验进行模拟分析。根据 Ａ、Ｂ两组试验的水分下边界条件不同，分别设置为零通量边界和稳定水分边
界，上边界均为零通量边界，上边界温度为恒定值－１５℃，下边界温度为环境温度 ５℃。

图 ４为两组试验在试验进行到第 １天、第 ２天、第 ３天时实测及模拟的液态含水率剖面，从图 ４可以看
出，对于 Ａ组（图 ４（ａ）），在无地下水补给的情况下，随着冻结过程的进行，冻结前缘在试验开始后第 １
天、第２天、第３天分别到达２０ｃｍ、２７ｃｍ及３０ｃｍ深度处，模拟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在冻结前缘处存在
模拟值与实测值的偏差。这是由于冻结前缘处水分运动较为强烈，且伴随着水的相变及冰透体的形成等，过

程较为复杂，模型在模拟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简化，故使得模拟结果出现误差。对于有地下水补给的 Ｂ组
试验（图 ４（ｂ）），可以看出，与 Ａ组不同的是，由于有地下水的补给，在 ４０ｃｍ以下土层，无论是模拟值还
是实测值，液态含水率都出现明显地增加，且增加幅度较大，在接近地下水的土层，含水率达到饱和；随着

冻结的进行，下层液态含水率逐渐增大，并且受影响的土层厚度也在增加。从图 ４（ｂ）可以看出，除了在冻
结前缘处出现较大误差外，模拟结果与实测值吻合效果较好，说明该模型可以用来进行冻土中水热耦合运移

的模拟。

图 ４　两组试验不同时刻液态含水率模拟值与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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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不同地下水位条件下土壤冻结过程模拟与分析
为研究不同地下水埋深下冻结过程中地下水的补给规律，运用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冻融模块，对不同初始地下

水埋深（０５ｍ，１０ｍ，１５ｍ，２０ｍ，２５ｍ）情况下冻结过程中累积补给量及冻深变化规律进行模拟。模
拟时，土质仍为内蒙砂壤土，取土壤剖面初始平均含水量 ０３ｃｍ３／ｃｍ３，初始平均温度 ５℃，顶端冻结温度
恒定为－１０℃，底端设置为 ５℃，冻结时间取为 ７ｄ。模拟时，将模型下边界取在 ５ｍ处，取为零通量边界，
地下水位以下土层含水量取为饱和含水量，上水分边界也为零通量边界，土壤的热特性参数根据土壤各组分

的比例按照经验公式确定
［１３］
。由于地下水位以下土壤水分为饱和含水量，因此，在计算地下水补给量时，

将不同时刻初始地下水位以下土层含水量与饱和含水量的差值作为各个时段内地下水向上的补给量。

图 ５为不同地下水埋深情况下土柱冻结深度及地下水累积补给量的变化规律。图 ５（ａ）为不同地下水埋
深情况下，土壤的冻结深度变化情况。从图 ５可以看出，当地下水埋深较浅时（如 ０５ｍ），土壤在冻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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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足够的水分向上补给，而水分的上移会携带热量，将引起地下水位以上土层（包括已冻结土层与未冻结

土层）的温度重新分布，阻碍表层低温向下传导，故冻结锋向下推进速度较慢。而随着地下水位的降低

（１０～２５ｍ），由于冻结层与地下水之间的距离增大，水势梯度减小，水分向上运移不如浅地下水埋深情况
下剧烈，且由于冻结层与地下水之间的未冻土层处于非饱和状态，部分水分会在未冻结层分配，故地下水埋

深对冻结锋的推移影响并不明显。

图 ５　不同地下水埋深情况下冻结期内土壤冻结深度及累积补给量变化规律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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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５（ｂ）可以看出，随着冻结过程的进行，地下水补给量逐渐减小，不同地下水埋深情况下的累积补
给量也存在明显差别。对于浅地下水埋深情况下，冻结初期，地下水的补给较为强烈，补给量较大，在第 １
天，０５ｍ和１０ｍ初始地下水埋深土柱的补给量达到２７５ｃｍ和 ２８３ｃｍ，且随着冻结的进行，累积补给量
逐渐增加，在第 ７天，两组土柱的地下水累积向上补给量分别为 ３７０ｃｍ和 ３９０ｃｍ，说明在浅地下水埋深
情况下，随着冻结的进行，地下水在水势梯度及温度梯度作用下不断向上运移，补给冻结前缘水分。而当初

始地下水埋深降至 １５ｍ时，地下水对上层土层的补给量减小，第 １天的补给量仍较高，达到 ２７４ｃｍ，这
说明在冻结初期，土层中水势梯度较大，水分向上运移，然后当地下水位由于补给而降低后，地下水位与冻

结前缘距离增大，水势梯度及温度梯度也随之减小，水分向上补给的强度减弱，因此，累积补给量不如浅地

下水埋深大，在第 ７天时，累积补给量为 ３５４ｃｍ。随着初始地下水位的继续下降，如 ２０ｍ和 ２５ｍ时，
地下水的补给强度逐渐减小，第 １天的补给量也减小，仅分别为 ２７２ｃｍ和 ２７１ｃｍ；当模拟结束时，两组
土柱的累积补给量分别为 ３０８ｃｍ和 ２６７ｃｍ，两组试验的累积补给量均小于 １５ｍ地下水埋深时补给量。
可以看出，当初始地下水埋深较大时，如 ２５ｍ，地下水的累积补给量基本不变，只在最开始时段出现较大
的补给量，随后维持在这一补给量附近，甚至有所减小，因为在冻结开始时，地下水在水势梯度的作用下向

上运移，补给上层土层由于水分向冻结锋聚集而引起的含水量降低，然而，随着冻结的继续进行，地下水位

与冻结前缘距离增大，上层土层及土壤冻结层的温度及水势对地下水的影响很弱，地下水基本不会对上层土

层进行补给，只有部分水分在毛管力的作用下在毛管作用带范围内运动，因此地下水的累积补给量基本不

变。因此，对于冻结前的地下水位的控制有助于控制冻结过程中水分向上层土壤的补给，尤其是在盐碱化地

区，水分向上补给的同时，盐分也会随着向上运移，造成上层土层在冻结过程中产生较为严重的积盐现象，

对来年的作物生长造成了较大危害，故建议在冻结前的地下水埋深就控制在不小于 １５ｍ位置，有助于控制
土壤水盐的向上累积。

４　结　　论

（１）在无地下水补给或地下水埋深较深情况下，土壤剖面的水分及盐分在冻结过程中发生重新分布，
水分和盐分在温度梯度及水势梯度的作用下向冻结前缘运移。

（２）当地下水埋深较浅时，在冻结过程中，地下水源源不断地向冻结层补给，并将热量带至上层，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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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上层已冻结土层温度场发生重新分布，减弱了冻结锋的推进速度；且由于地下水的补给作用，水分的向上

补给强烈，且容易将盐分带至表层，引起土壤表层积盐。

（３）冻结过程中浅层地下水补给容易引起上层土层水分的急剧增加，地下水的补给过程较强烈，而深
层地下水埋深时则由于地下水位与冻结层之间距离较大，冻结对地下水的影响较小，补给量也较小。因此，

应合理调节封冻前地下水位，保持土壤合理的水分分布状况。

（４）ＨＹＤＲＵＳ１Ｄ冻融模块能够很好地反映土壤在冻融过程水热的变化规律，具有较高的模拟精度，可
以用来进行冻融土壤水热耦合运移的模拟；然而，在盐分存在时，模型对盐分运移的模拟受到限制，需要进

行改进，以获得较为完整的水热盐耦合运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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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ｌ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２０（１）：５１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雷志栋，尚松浩，杨诗秀．土壤冻结过程中潜水蒸发规律的模拟研究［Ｊ］．水利学报，１９９９（６）：６９．（ＬＥＩＺｈｉｄｏｎｇ，ＳＨＡＮＧ

Ｓｏｎｇｈａｏ，ＹＡＮＧＳｈｉｘｉｕ．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ｈｒｅａｔｉｃ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ｓｏｉｌ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９（６）：６

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郑秀清，樊贵盛．冻融土壤水热迁移数值模型的建立与仿真分析［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０１，１３（３）：５２５５．（ＺＨＥＮＧ

Ｘｉｕｑｉｎｇ，ＦＡＮＧｕｉｓｈｅ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ｅ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ｕｎｄｅｒ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ａｗ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１３（３）：５２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ＦＬＥＲＣＨＩＮＧＥＲＳ．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ｈｅａ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ｓｎｏｗ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ｏｉｌｓｙｓｔｅ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ＳＡＥ，１９８９，

３２（２）：５６５５７８．

［５］ＨＡＮＳＳＯＮＫ，ＩＭＵ
。

ＮＥＫＪ，ＭＩＺＯＧＵＣＨＩＭ，ｅ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ｆｒｏｚｅｎｓｏｉ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ｅｅｚｅｔｈ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ＶａｄｏｓｅＺｏ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３：６９３７０４．

［６］吴谋松，王康，谭霄，等．土壤冻融过程中水流迁移特性及通量模拟［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３，２４（４）：５４３５５０（ＷＵ

Ｍｏｕｓｏｎ，ＷＡＮＧＫａｎｇ，ＴＡＮ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ｏｉｌ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ａｗ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ｆｌｕｘ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４（４）：５４３５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阳勇，陈仁升，吉喜斌，等．黑河高山草甸冻土带水热传输过程［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２１（１）：３０３５．（ＹＡＮＧＹｏｎｇ，

ＣＨＥＮＲｅｎｓｈｅｎｇ，ＪＩＸｉｂｉｎ，ｅｔａｌ．Ｈｅａ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ｎａｌｐｉｎｅｍｅａｄｏｗｆｒｏｚｅｎ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ｆＨｅｉ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ｉｎ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１（１）：３０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樊贵盛，贾宏骥，李海燕．影响冻融土壤水分入渗特性主要因素的试验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１９９９，１５（４）：８８９４（ＦＡＮ

Ｇｕｉｓｈｅｎｇ，ＪＩＡＨｏｎｇｊｉ，ＬＩＨａｉｙ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ａｗｉｎｇ

ｓｏｉｌ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１９９９，１５（４）：８８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樊贵盛，郑秀清，潘光在．地下水埋深对冻融土壤水分入渗特性影响的试验研究［Ｊ］．水利学报，１９９９（３）：２１２６（ＦＡＮ

Ｇｕ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Ｘｉｕｑｉｎｇ，ＰＡＮＧｕａｎｇｚａ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ｂｕｒｉｅｄｄｅｐｔｈ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ｉｌ

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ｒｅｅｚｅｔｈａｗｓｏｉｌｓ［Ｊ］．Ｊｏｕ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９（３）：２１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黄兴法，王千，曾德超．冻期土壤水热盐运动规律的实验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１９９３，９（３）：２８３３．（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ｇｆａ，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ＺＥＮＧＤｅｃｈａ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ｓａｌｔｏｆ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ｈａｗｉｎｇｓｏｉｌ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３，９（３）：２８３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李瑞平，史海滨，薛铸，等．季节冻融土壤水热耦合迁移的数值模拟［Ｊ］．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５／６）：１９７２０１．

（ＬＩＲｕｉｐｉｎｇ，ＳＨＩＨａｉｂｉｎ，ＸＵＥＺｈｕ，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ｅａｔｃｏｕｐｌ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ｎ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ａ

ｗｉｎｇｓｏｉ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３３（５／６）：１９７２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ＮＯＢＯＲＩＯＫ，ＭｃＩｎｎｅｓＫＪ，ＨＥＩＬＭＡＮＪＬ．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ｆｕｒｒｏｗ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Ｉ：

Ｔｈｅｏｒｙ［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ＳｏｃＡｍＪ，１９９６，６０：１００１１００９．

［１３］ＣＨＵＮＧＳＯ，ＨＯＲＴＯＮＲ．Ｓｏｉｌｈｅａ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ｗｉｔｈ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ｕｌｃｈ［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Ｒｅｓ，１９８７，２３（１２）：

２１７５２１８６．



６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５卷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ｙ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ａｎｄｙｌｏａｍｓｏｉｌ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ｄｅｐｔｈ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ＵＭｏｕｓ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Ｊｉｅ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Ｘｉａｏ，ＷＵＪｉｎｇｗｅｉ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ｗｏｓｏｉｌｃｏｌｕｍｎ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ｄｅｐｔｈｓｏｎ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ａｎｄｓａｌｔｉｎｓｏｉｌｃｏｌｕｍｎｓ．ＣｏｌｕｍｎＡｗａｓ６０ｃｍｓｏｉｌ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ｂｕ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ｗａｔｅｒ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ｗｈｉｌｅｃｏｌｕｍｎＢ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ａｓ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ａｔ６０ｃｍｄｅｐｔｈ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ｉ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ｏｉｌｗａｓ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ｌｔｍｏｖｅｕｐｗａｒ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ａｔｔｈｅ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ｌｔｂｒｉｎｇｓｈｅａｔｔｏ
ｔｈｅｆｒｏｚｅｎｓｏｉｌ．Ｓｕｃｈａ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ｉｌｃｏｌｕｍｎｃａｎｓｌｏｗ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ａ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ＴｈｅＨＹＤＲＵＳ
１Ｄ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ａｗ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ｗａ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
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ｄｅｐｔｈｓ（０．５ｍ，１．０ｍ，１．５ｍ，２．０ｍ，ａｎｄ２．５ｍ）．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ｔｈａｔｉｓ，ａ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ｗａｔｅｒｍｏｒｅｉｎｔｅｎｓｅ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ｍｓｔｏｓｔｏｐ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ａｄｅｅｐｅｒ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ｈａ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ｉｎｒｅ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ａｙ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ｒｏｚｅｎ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ｄｅｐｔ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櫴

２０１３年审稿专家名单

以下专家参与了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３年论文评审工作，为期刊论文质量把关与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期刊编辑委员会及

编辑部对各位专家表示感谢，并希望得到各位专家一如既往的指导与支持！

审稿专家名单 （姓名拼音排序）：

蔡焕杰 蔡强国 陈　喜 陈家军 陈仁升 程根伟 程永光 褚君达 丛振涛 崔　鹏 崔保山

崔信民 崔远来 戴光清 邓　军 邓　伟 丁家平 杜鹏飞 方红卫 冯　平 冯绍元 府仁寿

顾　颖 郭生练 郭晓军 郭占荣 郭志学 韩龙喜 郝振纯 洪大林 胡春宏 胡庆芳 胡铁松

黄国如 贾国东 贾仰文 江春波 姜　彤 蒋昌波 金菊良 金君良 鞠　琴 康尔泗 赖锡军

李　新 李保国 李栋梁 李九发 李绍武 李玉睴 李志军 梁忠民 刘　波 刘国纬 刘建立

刘景双 刘普幸 刘世荣 刘苏峡 刘元波 刘昭伟 陆　彦 陆家驹 陆培东 陆永军 吕　娟

吕宪国 茅泽育 梅亚东 潘存鸿 钱　新 秦伯强 任国玉 尚松浩 沈　冰 施　勇 史学正

史英标 舒安平 束龙仓 宋德敦 宋献方 宋志尧 孙东坡 田立德 王　栋 王　浩 王　军

王　康 王船海 王根绪 王国庆 王建群 王腊春 王玲玲 王全九 王圣杰 王苏民 王文圣

王兴奎 王银堂 王占礼 王忠静 吴保生 吴炳方 吴吉春 吴建华 吴建强 吴敬禄 吴时强

吴志勇 夏军强 夏自强 徐宗学 许　迪 许炯心 许全喜 许有鹏 严登华 严忠民 颜志俊

杨　扬 杨大文 杨汉波 杨中华 姚惠明 姚仕明 姚文艺 余　斌 袁　飞 苑希民 曾光明

张长宽 张光辉 １ 张光辉 ２ 张世法 张万昌 张幸农 张永良 张原锋 张展羽 章新平 郑丙辉

钟华平 周国良 周宏飞 周明耀 周石 朱广伟 邹　鹰 左利钦

　　注：１．北京师范大学；２．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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