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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土壤水分的蒸发机理，自主开发了大型环境箱试验装置，并以枫丹白露砂土为研究对象，室内模拟

土壤水分的蒸发过程。该试验在控制大气参数和保持土壤底部水位稳定的条件下，对蒸发过程中大气参数（空气温

度、相对湿度和流量）和土壤参数（土壤温度、基质吸力和体积含水量）的变化，特别是土壤表面基质吸力的变化进

行了研究。同时根据试验结果对蒸发速率及累积蒸发量进行了计算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蒸发主要限制在土壤浅

层区域，浅层土壤的体积含水量和温度的变化均较大；空气温度和土壤蒸发过程对土壤温度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影

响；土壤表面空气相对湿度与蒸发过程具有相关性；土壤基质吸力随着蒸发的进行逐渐增大；实际蒸发速率呈现 ３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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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散）发是自然界水分循环与能量循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１］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水分脱

离土壤以气态形式进入大气中，引起土壤含水量的变化，进而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例如，水分

的蒸发将引起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壤的盐碱化问题
［２］
；蒸发量大于降水补给量会引起干旱问题

［３］
；大量的土

壤水分蒸发将降低降水转化为有效土壤水的效率，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４］
。因此，准确而合理地估算土

壤水分蒸发量和深入研究蒸发规律及其影响，对于估算土壤含水量、制定合理的灌溉方案、提高水资源利用

率
［４５］
、分析土壤中水盐运动规律进而预防和治理土壤盐渍化

［６］
、分析干旱的形成机制用以制定有效的防旱

抗旱政策
［３］
以及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

［７］
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来对土壤

水分的蒸发特性进行研究。砂土由于性质单一，不存在对蒸发有较大影响的二次蒸发面（裂缝），因此广泛

应用于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精确性的室内试验研究。Ｗｉｌｓｏｎ等［８］
用土柱蒸发试验对 ＢｅａｖｅｒＧｒｅｅｋ砂土蒸发过

程中的蒸发速率、土壤温度、吸力和体积含水量等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同时验证了所提出的土大气交互作
用模型。但是，在试验过程中并未能够对土壤吸力进行直接测量。Ｗｉｌｓｏｎ等［９］

通过极薄砂土、粉土和粘土的

蒸发试验，得到了土壤吸力与蒸发速率之间存在一种与土壤类型无关的结论。然而，该试验并未考虑深部土

壤水分运动对蒸发过程的影响。Ｙａｎｆｕｌ和 Ｃｈｏｏ［１０］在一个环境箱内进行了大型砂柱蒸发试验，试验结果展示
了土壤水分蒸发过程的不同阶段。近来，Ｓｈｏｋｒｉ等［１１］

在砂土蒸发试验中引入了中子射线照相技术，对蒸发

干燥锋的发展进行了研究。Ｓｍｉｔｓ等［１２］
进行了控制上部热边界条件下的砂土蒸发试验，验证了相关的蒸发模

型。然而，土壤蒸发过程是一个受到大气参数和土壤参数共同控制的过程
［１３］
。在前人的研究工作中，一般

都针对蒸发过程中的部分参数（如含水量、温度等）进行研究，很少对大气参数和土壤参数同时进行系统的

研究。另一方面，对一些将土壤吸力作为计算参数的蒸发速率计算模型
［９，１４］

而言，其表面吸力的直接测量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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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极为关键。但是，目前缺少有效的测量方法，主要还是根据测得的含水量通过土水特征曲线来计算吸力

值
［９］
或者由深层土壤吸力转换得到

［１４］
。

枫丹白露砂土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试验用砂土，作为蒸发试验材料其试验结果具有代表性。此

外，与其他砂土一样，该砂土在蒸发过程中不会产生对蒸发量有较大影响的新蒸发面（裂缝）。因此，本文

以枫丹白露砂土为研究对象，在控制大气条件（空气流量为 １３０Ｌ／ｍｉｎ，空气加热管温度为 ２００℃）和保持土
样底部水位稳定的情况下，利用自主研发的大体积蒸发环境箱进行了 ３０ｄ的蒸发试验，研究了在蒸发过程
中土壤参数（体积含水量、温度和吸力）和相关的大气参数（空气流量、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变化，特别是土

壤表面吸力的变化。同时，根据试验结果对蒸发速率和累积蒸发量进行了计算分析。所得结果不但有利于加

深对土壤水分蒸发特性的认识而且为下一步理论分析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同时也为研究其他类型土壤水分的

蒸发特性提供了参考。

１　材料与试验方法

１１　材料

本试验所用土样为枫丹白露砂土（天然的白色细砂）
［１５］
，其比重、最大密度和最小密度分别为

２６４ｇ／ｃｍ３、１７５ｇ／ｃｍ３和 １３９ｇ／ｃｍ３。其有效粒径 Ｄ１０为 ０１４ｍｍ，不均匀系数 Ｃｕ＝Ｄ６０／Ｄ１０为 １６。
１２　试验装置

本试验在自主开发的大体积蒸发环境箱中进行（图 １）。该环境箱包括一个蒸发箱（长 １０００ｍｍ、宽
８００ｍｍ、高７５０ｍｍ）、一个供气单元、一个空气收集单元、一个供水单元和一个数据采集单元。蒸发箱是一
个透明的有机玻璃箱。供气单元由流量调节阀门、气体流量计、加热管、温度和湿度测量设备以及空气分配

器组成。供水单元由一个塑料水箱和水位观测管组成。空气收集单元是一个矩形塑料盒，其一端封闭，另一

图 １　大型环境箱

Ｆｉｇ１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

端与外界大气相通。数据采集单元由电脑和数据采集器

组成。试验中所用的传感器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传感器列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Ｌｉｓｔ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ｓ

名称 型号 测量参数

高性能张力计 ＥＮＰＣ 基质吸力

土壤湿度仪 ＴｈｅｔａＰｒｏｂｅ（ＭＬ２ｘ） 体积含水量

土壤温度计 ＰＴ１０００ 土壤温度

热敏电阻温度计 ＤＯ３５ 空气温度

红外温度计 ＰｙｒｏｐｅｎＤ 土壤表面温度

湿度计 Ｔ３１１１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 相对湿度和温度

气体流量计 ＭＡＳ３１２０ 空气流量

１３　试验过程
（１）在环境箱底部铺设一个 ５０ｍｍ厚的砂砾层，用于排水，并用一层土工布将位于其上的砂土与之隔

离。干的枫丹白露砂土在箱内以每层 ５０ｍｍ的厚度分层压实，最后形成一个长 １０００ｍｍ、宽 ８００ｍｍ、高
３００ｍｍ的大体积砂土试样。其对应的干密度为 １７ｇ／ｃｍ３。

（２）在土样压实过程中，埋设相应的传感器。４个 ＰＴ１０００型土壤温度计被埋入砂土中，其位置分别在
土样表面以下 ２５ｍｍ、７５ｍｍ、１２５ｍｍ和 ２７５ｍｍ深度处。３个土壤湿度仪（ＴｈｅｔａＰｒｏｂｅＭＬ２ｘ）被埋设在
１２５ｍｍ、２２５ｍｍ和 ２７５ｍｍ深度处；其余 ３个土壤湿度仪在土样饱和并进行排水后分别埋入土样表面以下
２５ｍｍ、４０ｍｍ和 ５５ｍｍ深度处。３个测量空气温度的热敏电阻温度计被分别固定在环境箱的一个侧壁上，
其位置分别位于土样表面以上 ８０ｍｍ、２７５ｍｍ和 ４６５ｍｍ高度处。２个湿度计被分别安装在土样表面和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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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以上 ２７５ｍｍ高度处。在箱子的进气口和出气口处，也分别安装一个湿度计。在箱子外面还有一个湿度
计来观测实验室内空气相对湿度的变化。

（３）土样压实和相关传感器安装完毕后，对土样进行饱和。水从箱子外面的供水单元进入箱内，当土
样表面出现水层时即认为饱和过程结束。

（４）饱和过程结束之后，供水单元的水位降至土样底部（土壤表面以下 ２９０ｍｍ深度处），开始进行排
水。当水位观测管中的水位恒定时，停止排水。在排水过程中，４个高性能张力计分别安装在箱子两侧的
２５ｍｍ、７７ｍｍ、１７３ｍｍ和 ２７６ｍｍ深度处。另外一个张力计被安装在土样表面进行土壤表面吸力的测量。
此外，在环境箱的盖子上安装红外温度计，用以测量土壤表面温度。

（５）对蒸发环境箱的盖子进行密封以防止漏气，并开始进行空气流量为 １３０Ｌ／ｍｉｎ、加热管温度为
２００℃条件下的砂土蒸发试验。同时，在试验过程中不断向供水单元的水箱中加水，使水位一直处在试验开
始时的位置（土壤表面以下 ２９０ｍｍ深度处），并记录每次的加水量。
１４　蒸发速率与累积蒸发量的测量及计算

当该蒸发箱工作时，来自实验室供气单元的高压气流首先由流量调节阀门来对其流量进行控制，流量则

由气体流量计记录（０～５００Ｌ／ｍｉｎ），然后气体进入加热管进行加热（加热管温度最高可达 ２５０℃）。从加热管
出来的热空气进入箱子之前，用湿度计测量其温度和相对湿度，之后进入环境箱并通过分配器分流使其均匀

分布。空气通过土样上方后，在空气收集单元处收集并排出，并再次测量其温度和相对湿度。

蒸发速率由空气绝对湿度在通过环境箱前后的变化并结合空气流量进行计算。相应的计算方法如下
［１６］
：

Ｅａ＝８６４００Ｑ（ｈｏｕｔ－ｈｉｎ）／ρｗＡ　 （１）

式中　Ｅａ为实际蒸发速率，ｍｍ／ｄ；Ｑ为空气流量，Ｌ／ｓ；ｈｏｕｔ为出口处空气绝对湿度，ｇ／ｃｍ
３
；ｈｉｎ为入口处空

气绝对湿度，ｇ／ｃｍ３；ρｗ为水的密度，ｇ／ｃｍ
３
；Ａ为土样蒸发面面积，ｍ２。

空气绝对湿度可由下式计算：

ｈ＝０６２２ｅａ／（１０００ＲＴａ）　 （２）

式中　ｈ为空气绝对湿度，ｇ／ｃｍ３；ｅａ为蒸气压，Ｐａ；Ｒ为干空气的气体常数，２８７０４Ｊ／（ｋｇ·Ｋ）；０６２２为
水的摩尔质量与干空气的摩尔质量之比；Ｔａ为空气温度，Ｋ。

蒸气压 ｅａ由下式计算：
ｅａ＝ｅｓａｔｈｒ／１００　 （３）

式中　ｅｓａｔ为饱和蒸气压，Ｐａ；ｈｒ为空气相对湿度，％。
饱和蒸气压 ｅｓａｔ可由下式计算：

ｅｓａｔ＝１０１３２５ｅｘｐ（１３３１８５ｔｒ－１９７６０ｔ
２
ｒ－０６４４５ｔ

３
ｒ－０１２９９ｔ

４
ｒ）　 （４）

ｔｒ＝１－３７３１５／Ｔａ　 （５）
对于累积蒸发量而言，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计算得到。方法 １：由式（１）得到的蒸发速率结合蒸发时间来

计算。方法 ２：通过蒸发过程中土壤体积含水量剖面变化和试验过程中的加水量（剖面含水量变化对应的累
积蒸发量通过计算不同时间点之间的体积含水量剖面所包围的面积得到，加水量对应的累积蒸发量由所加水

的体积除以土壤蒸发面面积得到）来计算，二者之和为累积蒸发量。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计算所得的累积蒸

发量单位均换算为毫米。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空气流量的变化
图 ２为蒸发过程中空气流量变化曲线。可以看出，供气单元以平均值为 １３０Ｌ／ｍｉｎ的流量向环境箱内供

应气流。这表明供气系统工作正常，可以向环境箱提供稳定气流。空气流量的波动主要由实验室空调系统在

试验阶段的变化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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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空气及土壤温度的变化
图 ３给出了环境箱入口处和出口处空气温度在土壤蒸发过程中的变化曲线。２００℃的加热管温度使得高

速通过的气流在入口处形成的温度高达（５６±４）℃。然而，在出口处空气温度相对较低，其数值逐渐从 ２６℃
上升到 ３３℃。此外，出口处的温度随着入口处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图 ２　空气流量

Ｆｉｇ２ Ａｉｒ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图 ３　环境箱入口和出口空气温度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ｉｎｌｅｔ

ａｎｄｏｕｔｌｅｔｏｆｃｈａｍｂｅｒ

土壤中水分蒸发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只有在满足水分蒸发潜热的条件下，蒸发才可能进行。在本试

验中，环境箱入口和出口温度差异较大。这表明热空气通过环境箱内土壤上方时其能量被消耗，同时也很好

地反映出在箱内发生的土壤水分蒸发是能量消耗的过程。在本试验中，热空气是主要的外界能量来源。因

此，入口处的温度波动将影响到出口处的温度。

图 ４为蒸发过程中空气与土壤温度剖面变化曲线。对比空气与土壤温度可知，空气温度明显高于土壤温
度，土空气交界面存在一个较大的温度梯度，土壤温度随着空气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对空气温度而言，在
试验开始时其最高温度出现在２７５ｍｍ高度处，这个高度对应于箱子内的空气分配器的位置。在试验过程中，
空气温度在 １８℃～３５℃之间变化，这个温度很好地反映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夏季的气温（例如秦岭地区［１７］

、北

京
［１８］
）。此外，最大的温度梯度出现在８０ｍｍ高度处和土样表面之间。对土壤温度来说，其数值从土样表面

沿着深度逐渐减小，但 ２５ｍｍ深度以下温度变化不大，最大的温度梯度出现在土样表面与 ２５ｍｍ深度之间。
另外，该温度梯度随着蒸发的进行逐渐增大。

蒸发是一个吸热的过程，在蒸发面处温度低于其他位置。在蒸发初期，蒸发面位于土壤表面。因此，在

图 ４中可以看到在蒸发开始时土壤表面温度最低。然而，随着蒸发的进行，蒸发量逐渐减少，相应蒸发所消
耗的能量也降低，因此可以有更多的能量用于加热土壤，从而使得土壤表面温度逐渐升高。由于蒸发将逐渐

深入土壤内部，使得蒸发面位于土壤表面以下。这样就造成图４中２５ｍｍ深度与土壤表面之间的温度梯度越
来越大。此外，２５ｍｍ以下温度梯度几乎可以忽略，这表明蒸发主要影响浅层土壤。图 ４中土壤温度随空气
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且远低于空气温度。这恰恰证明了热空气是蒸发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

２３　空气相对湿度的变化
图 ５为环境箱内不同位置处和实验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在土壤蒸发过程中的变化曲线。土壤表面的相对湿

度最高，而环境箱入口处空气的相对湿度最低，其值在蒸发过程中比较恒定，接近 １％。然而，相应出口处
的相对湿度在蒸发过程中从 ３５％降至 ７６％。土样表面 ２７５ｍｍ高度处的相对湿度与出口处接近。对箱内空
气相对湿度的变化而言（入口处和实验室内除外），主要可分为 ３个阶段：低速缓慢下降阶段（试验开始时至
第 ８天）；急速下降阶段（第 ８天至第 １３天）和相对稳定阶段（第 １３天以后）。另外，实验室内空气相对湿度
在 １４％到 ３５％之间波动，并无规律可言。同时，其变化规律与箱内气体变化规律不相关。这表明箱内空气
相对湿度不受外界空气的影响，箱子具有完好的气密性，因而从土壤中蒸发出来的水可以被彻底地排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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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这样本文所采用通过箱子入口和出口处空气绝对湿度的变化来计算蒸发速率的方法就非常可靠。

图 ４　土空气温度剖面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 ５　环境箱内不同位置和实验室内空气相对湿度的变化

Ｆｉｇ５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ｍｂｅｒ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２４　土壤体积含水量的变化
图 ６为土壤体积含水量剖面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土壤体积含水量沿着深度逐渐增加，土壤蒸发对浅部

土壤影响较大，对深部土壤影响较小。随着蒸发的进行，表层土壤急剧失水，在第 ７天以前１２５ｍｍ深度以
上土壤体积含水量持续减少，而其以下位置处含水量保持不变。在此之后，１２５ｍｍ深度以下土壤开始失水，
而浅层区域土壤体积含水量变化较小，特别是表层 ６０ｍｍ深度以内。然而，深度大于 ２２５ｍｍ位置处的土
壤，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由于底部恒定水位的存在，其含水量保持接近饱和。

２５　土壤吸力的变化
图 ７为不同深度处土壤基质吸力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基质吸力沿土壤深度减小，土壤表面和 ２５ｍｍ

深度处吸力随蒸发的进行不断增加，在第 １８天达到传感器的极限值（１５ＭＰａ）。基质吸力最小值出现在
２７３ｍｍ深度处，而 １７３ｍｍ深度处的吸力与之接近。但是，７７ｍｍ深度处由于传感器故障，并未能测得吸力
的变化。图 ７的结果显示土壤表面基质吸力得到了较好的测量，这表明本文所采用的测量技术的可行性。这
就解决了在使用以吸力为计算参数的蒸发模型

［９，１４］
时表面吸力不易直接确定的难题。值得注意的是，基质吸

力的这种变化趋势，对应于土壤含水量的变化（图 ６）。

图 ６　土壤体积含水量剖面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图 ７　不同深度处土壤基质吸力

Ｆｉｇ７ Ｓｏｉｌｍａｔｒｉｃ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

２６　蒸发速率的变化
图 ８为土壤水分蒸发速率曲线。实际蒸发速率根据图 ２、图 ３和图 ５的试验结果，由式（１）计算获得。

整体而言，土壤水分蒸发可分为 ３个阶段［１０，１９］
：① 以大约 ２ｍｍ／ｄ的恒定速率蒸发阶段（从试验开始至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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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② 急速下降阶段（其值在第 １４天降至 ０７ｍｍ／ｄ）；③ 稳定低速率阶段（第 １４天之后至试验结束）。
对比图 ８和图 ５可知，土壤水分蒸发速率的变化可以在空气相对湿度，特别是土壤表面空气相对湿度的

３个变化阶段中得到体现。在蒸发初期，大量的土壤水分以气态形式通过土壤表面进入空气中，土壤表面有
较大的相对湿度，这对应着较高的蒸发速率。之后进入空气中的水分减少，土壤表面相对湿度迅速降低，则

此阶段内相应的蒸发速率也急剧下降。最后，通过土壤表面进入空气的水分保持较低速率递减，则相对湿度

逐渐减小，此阶段对应的蒸发速率也缓慢降低。如果土壤表面相对湿度减小到与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一致时蒸

发终止
［１０］
。

对比图 ８和图 ６可知，土壤体积含水量的剖面变化也对应着蒸发的全过程。在前 ７天的体积含水量剖面
上，表层土壤体积含水量急剧减少，对应着较高的蒸发速率。而在后期，土壤阻力增加，剖面失水变缓，因

而相应的蒸发速率以较低的速率减小。此外，表层土壤含水量在蒸发过程中受到影响较大的现象也表明蒸发

主要在土壤表层区域，这与文献［１９］所得结果也较为吻合。
图 ９为不同方法计算的累积蒸发量的对比。方法 １表示通过图 ８所示蒸发速率与蒸发时间计算得到的累

积蒸发量。方法 ２表示由图 ６所示的含水量剖面变化和试验过程中加水量计算得到的累积蒸发量。从图 ９可
以看出，由方法 １确定的累积蒸发量随着时间线性增加，在第 ９天之后由于实际蒸发速率的降低而缓慢增
加，最终共有 ３０５ｍｍ的水从砂土中蒸发到空气中。然而，试验结束时由方法 ２所确定的累积蒸发量为
３６８ｍｍ，大于方法１所得。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是由箱子底部砂砾层中存在大量气泡引起的。蒸发过程中，
供水单元中进入砂砾层的水只是补充了气泡消散前所占的体积，并未全部用于土壤蒸发。从图 ９也可以看出
方法 １与含水量剖面变化所得累积蒸发量（２６９ｍｍ）更为接近。

图 ８　实际蒸发速率

Ｆｉｇ８ Ａｃｔｕａｌ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图 ９　不同计算方法所得累积蒸发量的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　结　　论

（１）在土壤水分蒸发过程中，实际蒸发速率呈现非常明显的 ３个阶段。土壤表面空气相对湿度的变化
规律与蒸发速率的变化一致。

（２）土壤水分蒸发对浅层土壤含水量和温度影响较大。空气温度和蒸发过程对土壤温度的变化也有较
大的影响。

（３）土壤基质吸力随着蒸发的进行逐渐增大。土壤表面吸力的测量较为成功，表明本文所采用的测量
技术可靠，解决了在使用以吸力为计算参数的蒸发计算模型时表面吸力不易直接确定的问题。

（４）环境箱可以对大气和土壤参数进行较为系统的测量，显示了其良好的工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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