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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ＳＨＡＷ（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模型， 以基本观测要素、 植被参数和土壤剖面水热观测数据为模型的

输入， 对河岸胡杨林的耗水过程、 土壤剖面水分变化和能通量进行了较小时间尺度上的模拟研究。 结果表明， 采用

ＳＨＡＷ 模型模拟的胡杨耗水量与观测值间存在较大偏差。 因此， 为了进一步提升水热耦合 ＳＨＡＷ 模型在干旱区的实

用性， 引入了地下水位因子ＧＳＩ（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建立了改进的 ＳＨＡＷ（ＧＳＩ⁃ＳＨＡＷ）模型， 解决干旱

区荒漠河岸林耗水过程模拟的方法问题。 采用 ＳＨＡＷ 模型和 ＧＳＩ⁃ＳＨＡＷ 模型对胡杨耗水量的模拟进行了对比研究。
结果显示， ＳＨＡＷ 模型和 ＧＳＩ⁃ＳＨＡＷ 模型模拟的胡杨耗水量与观测值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５３ ３、 ０ ９０７ ５， 其平均

相对误差分别为 ２１ ４％、 １６ ９％， 可见， 改进的 ＳＨＡＷ 模型的模拟值更加接近试验观测值。 地下水位的考虑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传统 ＳＨＡＷ 模型的模拟精度， 为干旱区自然植被耗水量的计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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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流域的水文过程控制着生态过程， 对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着直接影响。 作为干旱区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杨林主要依赖于地下水和地表水， 而在塔里木河下游几乎无降水， 地下水则成为维系

胡杨林生长的唯一水源。 植被生态需水量的估算基础是植被的耗水量， 所利用的基础数据是由许多单株植物

个体组成的种群或群落乃至生态系统所消耗的水量。 植被耗水是生态耗水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植被耗

水的研究既是干旱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紧迫需要， 同时也是生态水文学发展的需要。
１９９１ 年 Ｆｌｅｒｃｈｉｎｇｅｒ 和 Ｐｉｅｒｓｏｎ［１］首次提出了 ＳＨＡＷ（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模型， ＳＨＡＷ 模型的优

点是水热耦合传输过程建立在植物⁃积雪⁃残留⁃土壤系统， 而不是 ＳＰＡＣ 系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国内外有

些学者进行了考虑自然植被影响的陆面水分耗散过程的研究［２⁃７］， 这些研究给自然植被耗水的研究提供了很

多研究思路和方法。 近几年， 基于自然植被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转化研究成了水文学及生态学方面研究的热点

问题［８］。 Ｅｖａ 等［９］用水量平衡法估算了胡杨林的年耗水量。 不过此算法是建立在均匀下垫面下， 忽略了自然

植被种类不同、 盖度分布不均等空间变异性对耗水量计算精度的影响。 郭斌等［１０］ 采用定额法和潜水蒸发法

估算了塔里木河干流生态需水量， 其算法是某一类型植被的面积乘以其平均生态需水定额， 较粗略地预测了

生态需水量， 并未进行模型的检验或可靠性分析。
笔者基于 ＳＨＡＷ 模型， 引入地下水位因子， 建立改进的 ＳＨＡＷ 模型， 提升植被耗水量的计算精度， 解

决干旱区荒漠河岸林耗水过程模拟的方法问题， 揭示地下水因子对 ＳＨＡＷ 模型的贡献率。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塔里木河下游上端达西库勒胡杨林管护站附近的天然胡杨林生长带（８５°３２′４８″Ｅ， ４０°５９′１９″
Ｎ， 海拔 ９０６ ｍ），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５０ ｍｍ， 最高日均气温达 ３０℃， 最低日均气温为－１５℃， 夏季日均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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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为 ２６０～３５０ Ｗ ／ ｍ２， 而冬季日均太阳辐射为 ８０～１００ Ｗ ／ ｍ２， 以国家林业局塔里木河天然胡杨林管护站为

依托， 重点研究天然胡杨林耗水过程， 研究区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试验区面积为 ２００ ｍ×２００ ｍ， 胡杨林覆盖

度为 ３２％。 塔里木河下游实验区土壤类型为砂质壤土， 其测定的饱和含水率为 ４３ ５％。
１ ２　 观测要素的测定方法

供试胡杨为 ３ 种不同年龄胡杨（幼龄、 中龄和成熟）； 根系层土壤水热分布采用 Ｈｙｄｒａ 土壤水、 热、 盐同

步测定仪测定， 根层探头埋设深度分别为 ５ ｃｍ、 ２０ ｃｍ、 ６０ ｃｍ 和 １００ ｃｍ； 胡杨茎干蒸腾速率采用 ＳＦ⁃Ｌ（Ｓａｐ
Ｆｌｏｗ， ＵＳＡ）型插针式茎流计系统测定； 太阳净辐射、 冠层顶大气温度、 湿度、 降雨量和风速等气象数据采用

Ｈｏｂｏ 自动气象站测定； 试验观测历时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 观测时间步长为 ３０ ｍｉｎ。

２　 ＳＨＡＷ 模型描述

水热耦合 ＳＨＡＷ 模型由 Ｆｌｅｒｃｈｉｎｇｅｒ 和 Ｐｉｅｒｓｏｎ［１］ 建立， ＳＨＡＷ 模型的优点是水热耦合传输过程建立在植

图 １　 ＳＨＡＷ 模型中水热传输过程示意

Ｆｉｇ １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物⁃积雪⁃残留⁃土壤系统， 而不是 ＳＰＡＣ 系统。 水分传输

和热量传输两个过程相互影响、 互为条件， 构成土壤⁃植
被⁃大气系统水热传输复合大系统。 由于塔里木河下游区

域几乎不形成降水， 也没有残留层， 因此描述水热传输

ＳＨＡＷ 模型的 ＳＶＡＴ 系统由土壤⁃地下水子系统和植被⁃
大气子系统构成（图 １）。
２ １　 土壤⁃地下水子模型

在非饱和土壤层中土壤水分运动由达西定律描述，
土壤水运动基本方程的完整形式［３，１１］：

∂θ
∂ｔ

＝ ∂
∂ｚ

（Ｄｌθ ＋ Ｄｓθ）
∂θ
∂ｚ

＋

∂
∂ｚ

（ＤｌＴ ＋ ＤｓＴ）
∂Ｔ
∂ｚ

＋
∂Ｋ ｌθ

∂ｚ
－ Ｓｗ ＋ Ｐｗ （１）

式中　 Ｔ 为土壤温度， Ｋ； θ 为土壤体积含水率， ｍ３ ／ ｍ３；
ｚ 为土层深度， ｍ； Ｋｌθ为土壤导水率， ｍ ／ ｓ； Ｄｌθ、 Ｄｓθ分别

为等温条件下液态水、 汽态水的基质势梯度引起的水分扩

散率， ｍ ／ ｓ； Ｄｌ Ｔ、 ＤｓＴ分别为液态水、 汽态水的温度势梯

度引起的水分扩散率， ｍ２ ／ （Ｋ·ｓ）； Ｐｗ为降水入渗强度，
ｍ３ ／ （ｍ３·ｓ）； Ｓｗ为根系吸水强度， ｍ３ ／ （ｍ３·ｓ）。

土壤⁃地下水子模型中的热流运动基本方程的完整

形式：

Ｃｈ
∂Ｔ
∂ｔ

＝ ∂
∂ｚ (λ ρｗ Ｄｓθ

∂θ
∂ｚ

＋ （Ｋｈ ＋ λ ρｗ ＤｓＴ）
∂Ｔ
∂ｚ ) （２）

式中　 λ 为水的汽化潜热， Ｊ ／ ｍ３； Ｃｈ为比热容， Ｊ ／ （ｍ３·Ｋ）； Ｋｈ为土壤导热率， Ｊ ／ （ ｍ·Ｋ·ｓ）。
胡杨根系吸水强度 Ｓｗ的计算方法如下：

Ｓｗ（ ｚ，ｔ） ＝
ａ１

ｌｒ（ ｔ）
Ｔｖ（ ｔ） ｅｘｐ [ － ａ２ ( ｚ

ｌｒ（ ｔ）
－ ａ３ )

２

] （３）

改进后的模型中参与以地下水位变化量△ｈ、 土壤水分 θ 及蒸散总量 Ｅ 之间的转化表达式：

Ｅ ＝ Δｈ（θｓ － θ０） ＋ ∫ｈ２
０
θ２（ ｚ）ｄｚ － ∫ｈ１

０
θ１（ ｚ）ｄ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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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θ１、 θ２分别为时段初、 末土壤剖面水分值； θｓ为土壤饱和含水率， ｍ３ ／ ｍ３； Ｔｖ（ ｔ）、 ｌｒ（ ｔ）分别为 ｔ 时刻

胡杨蒸腾强度与根长密度； ａ１、 ａ２、 ａ３ 分别为与胡杨根系吸水强度有关的系数。
２ ２　 植被⁃大气子模型

植被冠层内水热传输由能量平衡方程描述：
Ｒｎ ＝ Ｒｃ ＋ Ｒｓ （５）

式中　 Ｒｃ、 Ｒｓ分别为植被冠层、 土壤表面所吸收的净辐射， Ｊ ／ （ｍ２·ｓ）； 其表达式为

Ｒｃ ＝ Ｖｃ Ｒｎ １ － ｅｘｐ － １ ０ － １ ０３６ ４ ｓｉｎ ｔ － １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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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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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û
úú （６）

Ｒｓ ＝ Ｈｓ ＋ λＥｓ ＋ Ｇｓ （７）
Ｈｓ ＝ ρａＣｐ［Ｖｃ（Ｔｓ － Ｔｃ） ／ ｒｓｃ ＋ （１ － Ｖｃ） （Ｔｓ － Ｔａ） ／ ｒｓａ］ （８）

λＥｓ ＝
ρａＣｐ

γ [ Ｖｃ

ｅｓ － ｅｃ
ｒｓｃ ＋ ｒｓ

＋ （１ － Ｖｃ）（ｅｓ － ｅａ） ／ （ ｒｓａ ＋ ｒｓ） ] （９）

式中　 Ｖｃ为植被盖度； ＩＬＡ为叶面积指数； Ｇｓ 为土壤表面热通量， Ｊ ／ （ｍ２·ｓ）， 向上为正； Ｈｓ 为感热通量，
Ｊ ／ （ｍ２·ｓ）； λＥｓ为潜热通量， Ｊ ／ （ｍ２·ｓ）； ρａ为大气密度， ｋｇ ／ ｍ３； γ 为干湿球温度计常数， Ｐａ ／ ｍ； Ｔｃ、 Ｔａ分

别为植被冠层温度、 冠层顶大气温度， Ｋ； ｅｓ、 ｅｃ和 ｅａ分别为土壤水汽压、 植被冠层水汽压和冠层顶大气水

汽压， Ｐａ； ｒｓ、 ｒｓｃ和 ｒｓａ分别为土壤阻力、 地表到冠层的边界层阻力和地表到大气层的气孔阻力， ｓ ／ ｍ。 其中

土壤、 冠层等阻力参数的计算方法见文献［１１］。
２ ３　 定解条件

（１） 初始条件（ ｔ＝ ０）： θ（ ｚ， ０） ＝ θ０（ ｚ）， Ｔ（ ｚ， ０） ＝ Ｔ０（ ｚ） （１０）
（２） 上边界条件（ ｚ＝ ０； Ｅｓ、 Ｇｓ向上为正）：

（Ｄｌθ ＋ Ｄｓθ）
∂θ
∂ｚ

＋ （ＤｌＴ ＋ ＤｓＴ）
∂Ｔ
∂ｚ

＋ Ｋ ｌθ ＝ － Ｅｓ（ ｔ），λρｗ Ｄｓθ
∂θ
∂ｚ

＋ （Ｋｈ ＋ λρｗ ＤｓＴ）
∂Ｔ
∂ｚ

＝ － Ｇｓ（ ｔ） （１１）

式中　 Ｅｓ为地表蒸发速率， ｍｍ； Ｇｓ为传入地面的热通量， Ｊ ／ （ｍ２·ｓ）。
（３） 下边界条件 （ ｚ＝ ｚｈ； Ｅｈ、 Ｇｈ 向上为正）：

（Ｄｌθ ＋ Ｄｓθ）
∂θ
∂ｚ

＋ （ＤｌＴ ＋ ＤｓＴ）
∂Ｔ
∂ｚ

＋ Ｋ ｌθ ＝ － Ｅｇ（ ｔ），λρｗ Ｄｓθ
∂θ
∂ｚ

＋ （Ｋｈ ＋ λρｗ ＤｓＴ）
∂Ｔ
∂ｚ

＝ － Ｇｇ（ ｔ） （１２）

式中　 Ｅｇ为计算区域下边界（潜水面）的蒸发速率， ｍｍ； Ｇｇ 为传入计算区域下边界（潜水面）的热通量，
Ｊ ／ （ｍ２·ｓ）。 模型的求解参见文献［５］。

３　 结果与分析

笔者用新建的 ＧＳＩ⁃ＳＨＡＷ 模型模拟了 ２０１２ 年塔里木河下游河岸胡杨林带植被⁃大气界面能通量和胡杨林

的耗水过程， 模拟时间分别选择春夏秋冬四季代表性的 ４ 个时间节点： ３ 月 ２５ 日、 ６ 月 ８ 日、 ９ 月 １６ 日和

１１ 月 ２ 日。 所有大气、 土壤、 植被参数的采集时间间隔设定为 ３０ ｍｉｎ。 塔里木河下游河岸胡杨林的能通量和

耗水量的观测与模型的模拟结果及模型验证对比如图 ２～图 ４ 所示。
３ １　 能量传输

塔里木河下游河岸自然生长的胡杨林在不同时间（季节）潜热、 感热和地热通量的日内观测与模拟过程

如图 ２ 所示。 太阳净辐射是系统的主要能量来源， 而地下水则是系统的主要水源来源。 从图 ２ 易见， 无论春

夏秋冬， 系统内所有能通量（太阳净辐射 Ｒｎ、 潜热通量 λＥ、 感热通量 Ｈ、 地热通量 Ｇ）在日内的变化规律基

本一致。 能量收入的峰值均落在 １４：００ ～ １６：００ 区间， 当太阳净辐射对系统的能量输入较大时， 系统也反映

出较大的辐射收入与支配。 系统对大气则是放出感热和蒸发潜热， 其中感热通量的日内变化过程与系统从大

气所接受的总净辐射变化过程基本一致， 而且其分量也较大， 这与塔里木河下游干旱气候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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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热在不同季节均表现出相同的规律， 每天下午 １８：００ 之后向大气放出能量， 而土壤层表面在夜间则表现出

微弱的能量输出。

图 ２　 不同时间（季节）太阳净辐射、 潜热、 感热和地热通量的日内观测与模拟过程对比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ｎｅ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ｌａｔ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从图 ２ 可见， 能通量的日内观测与模拟效果较好， 潜热、 感热和地热通量的观测与模拟的平均相关性系

数分别为 ０ ８６、 ０ ９１ 和 ０ ７９， 模拟值对观测值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１６ ７％、 １２ ４％和 ２０ ６％。 故系统能

通量的模拟值与观测值均表现出较好的相关性。
３ ２　 胡杨耗水

河岸不同龄胡杨林耗水量在不同时间（季节）的日内观测与模拟过程如图 ３ 所示。 在干旱区耗水量与地

下水位有着密切关系， 除此之外， 还受到大气温度、 胡杨根系大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当地下水位埋深较大

（８～１０ ｍ）时， 胡杨耗水量占相当大的比例， 而地表蒸发量却很小， 甚至不产生蒸发。
从图 ３ 可见， 无论是幼龄、 中龄， 还是成熟胡杨， 其日内耗水过程均有着相同的变化规律。 晚上基本上

处于较少蒸发或休眠状态， 而早晨 ８：００ 以后其耗水量急剧增加， 下午随之下降， 其耗水量的峰值落在中午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区间。 从不同龄胡杨来看， 成熟胡杨由于其根系发育较大， 能吸收更多的地下水来消耗更多的

水分， 释放更大的潜热， 而对比之下， 较幼龄胡杨则表现出释放较少的蒸发潜热。
由图 ３ 可见， 胡杨林耗水量的日内观测与模拟值较吻合， 夏季胡杨接受的太阳净辐射能量较大， 主要消

耗于蒸散发的潜热， 其次消耗于感热， 冬季则胡杨接受的太阳净辐射能量较小， 因此， 其蒸散发也较小。 不

同胡杨（由小到大顺序）耗水量观测与模拟值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１３ ８％、 １７ ３％和 １９ ６％。 这精度要比

土壤水分的模拟精度偏低， 由于胡杨林耗水除了受胡杨自身的生理特征外， 还受大气、 土壤、 地下水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 而对于胡杨自身生长特征方面， 由于成熟胡杨根系分布复杂， 其耗水量的模拟精度要比幼龄胡

杨的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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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时间（季节）不同年龄胡杨耗水量的日内观测与模拟过程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３ ３　 模型的验证及参数敏感性分析

图 ４ 为 ＳＨＡＷ 模型与 ＧＳＩ⁃ＳＨＡＷ 模型观测值与模拟值验证对比图。 由图 ４ 可见， ＳＨＡＷ 模型的胡杨耗水

量模拟值与观测值的相关系数为 Ｒ２ ＝ ０ ８５３ ３； 而 ＧＳＩ⁃ＳＨＡＷ 模型的胡杨耗水量模拟值更加接近观测值， 其

模拟值与观测值的相关系数达 Ｒ２ ＝ ０ ９０７ ５。 可见， 地下水位参数的参与提升了 ＳＨＡＷ 模型的模拟精度。

图 ４　 传统的 ＳＨＡＷ 模型与改进的 ＧＳＩ⁃ＳＨＡＷ 模型验证对比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Ｗ ａｎｄ ＧＳＩ⁃ＳＨＡＷ ｍｏｄｅｌ

本研究通过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找出其中的敏感参数， 并对其进行修正后再应用到模型中， 这样不仅确保

模型本身的稳定性， 还可以提高整体模型的计算精度。 本文中的改进 ＳＨＡＷ 模型主要对土壤水热运动参数

的敏感性分析。 以不同龄胡杨的耗水量作为敏感性分析对象， 分别对土壤导水率、 导热率和水分扩散率等土

壤水分运动参数的变化进行敏感性分析。 在模型的敏感性分析中， 对某一个敏感性分析的有关参数做一定幅

度的变化， 而同时保持对其他参数的不变， 运行模型并进行对比分析。 当土壤导水率、 土壤液态水扩散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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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水汽扩散率分别增加 １ 倍时， 土壤含水率分别增加 ０ ７６％、 ２ ８１％和 １ ３２％， 因此， 土壤水分运动参

数对土壤含水率的影响较小； 同样， 当土壤导热率、 潜热扩散率和感热扩散率分别增加 １ 倍时， 土壤温度分

别增加 ０ ０７％、 ０ ０１％和 ０ ０２％。 可见， 土壤热量运动参数对土壤温度的影响非常小。 在胡杨耗水量的敏感

性分析中， 分别对有关参数做一定幅度的变化（－５０％， ５０％）时发现， 当地下水位和大气温度分别增加 ５０％
时， 胡杨耗水量分别增加 ５２ ６％和 ４３ ５％， 而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小。

综上所述， 土壤含水率与土壤温度对土壤水热运动参数的敏感程度比较低， 即不必对土壤水热运动参数

进行修正。 通过对胡杨耗水量的敏感性分析发现， 胡杨耗水量主要受地下水位和大气温度的影响最大， 不过

影响程度与因子的变化幅度基本同比变化， 因此， 也不必做调整。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传统的水热耦合 ＳＨＡＷ 模型， 从塔里木河下游水循环的实际出发， 将自行建立的地下水⁃土壤

水 ＧＳＩ 模型嫁接到 ＳＨＡＷ 模型， 使 ＳＨＡＷ 模型改进为适应于干旱区耗水特征的 ＧＳＩ⁃ＳＨＡＷ 模型， 解决了干

旱区荒漠河岸林耗水过程模拟的方法问题。
在塔里木河下游 ＳＰＡＣ 系统中， 太阳净辐射是系统的主要能量来源， 太阳净辐射对系统的能量输入主要

以冠层与地表感热收入为主， 而地下水则是系统的主要水源来源。 塔里木河下游属于辐射较大、 湿度较低的

干旱区， 因此， 系统的蒸散潜热在日内变化较平缓， 而感热变化则起伏较大， 感热的变化几乎接近太阳净辐

射的变化规律。
模型验证与参数敏感性分析方面， 相比 ＳＨＡＷ 模型， ＧＳＩ⁃ＳＨＡＷ 模型的胡杨耗水量模拟值更加接近观测

值。 可见， 地下水位的考虑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传统 ＳＨＡＷ 模型的模拟精度， 改进 ＳＨＡＷ 模型的模拟结果与

试验观测值比较吻合， 模型在干旱区的应用具有较好的精度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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