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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观测资料稀少情况下土壤质地及有机质对土壤水分同化的影响， 发展了集合卡尔曼平滑（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Ｋａｌｍａｎ Ｓｍｏｏｔｈ， ＥｎＫＳ）的土壤水分同化方案。 利用黑河上游阿柔冻融观测站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观测数

据， 使用 ＥｎＫＳ 算法将表层土壤水分观测数据同化到简单生物圈模型（Ｓｉｍｐｌｅ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Ｍｏｄｅｌ ２， ＳｉＢ２）中， 分析不同

方案对土壤水分估计的影响， 并与集合卡尔曼滤波算法（ＥｎＫＦ）的结果进行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 土壤质地和有机

质对表层土壤水分模拟结果影响最大而对深层的影响相对较小； 利用 ＥｎＫＦ 和 ＥｎＫＳ 算法同化表层土壤水分观测数

据， 均能够显著提高表层和根区土壤水分估计的精度， ＥｎＫＳ 算法的精度略高于 ＥｎＫＦ 且所受土壤质地和有机质的

影响小于 ＥｎＫＦ； 当观测数据稀少时， ＥｎＫＳ 算法仍然可以得到较高精度的土壤水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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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陆面影响大气的一个重要因子， 土壤水分对地表蒸发、 径流、 感热和潜热的分配均有影响［１］。 是

水文和气象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变量， 在水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２］。 特别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区， 根区土

壤水分对作物生长、 植被恢复和水土流失过程均具有重要影响［３⁃５］。 因此土壤水分的精确估计是陆面过程模

型和水文模型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对于研究和理解地表生物物理过程有着重要作用［６］。
目前数据同化成为提高土壤水分估计精度的主要方法之一。 可将观测数据融合到模型中， 以此修正模型

的运行轨迹， 提高状态变量预报值的精度。 由于集合卡尔曼平滑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Ｋａｌｍａｎ Ｓｍｏｏｔｈ， ＥｎＫＳ） 避免了

切线性算子和伴随方程的使用［７］， 所以被广泛应用到土壤水分数据同化的研究中。 黄春林和李新［６］将 ＥｎＫＦ
与简单生物圈模型相结合， 对土壤水分同化系统的敏感性进行了研究， 指出利用数据同化的方法可提高土壤

水分的估计精度［６］； Ｃｈｅｎ 等［８］利用 ＥｎＫＦ 改进了根区土壤水分的估计； Ｄｒａｐｅｒ 等［９］使用 ＥｎＫＦ 同时和分别同

化了主动和被动遥感数据， 以此改进土壤水分估计。 ＥｎＫＦ 为顺序地更新状态变量， 仅对有观测信息时刻的

状态变量进行更新； ＥｎＫＳ 建立在 ＥｎＫＦ 基础之上， 是 ＥｎＫＦ 的扩展， 可在整个同化窗口内利用所有观测信息

从整体上更新状态变量［７］， 但其矩阵的计算量和存储量相对较大。 Ｄｕｎｎｅ 和 Ｅｎｔｅｋｈａｂｉ［１０］ 利用 ＥｎＫＳ 同化 Ｌ
波段的亮温数据， 改进了土壤水分的估计； Ｌｉ 等［１１］ 在研究中指出当仅更新土壤水分时， ＥｎＫＳ 的效果优于

ＥｎＫＦ； Ｌｅｉ 等［１２］将膨胀算法与 ＥｎＫＳ 相结合改进了深层土壤水分估计。 虽然同化方法可以改进状态变量的估

计， 但这种情况是基于精确的参数估计［１３］。 在陆面过程模型和水文模型中， 土壤水分估计主要依赖于土壤

水力参数， 而土壤水力参数是模型误差的主要来源之一， 对土壤水分同化结果的精度有很大影响［１４］。 ＬＹＵ
等［１５］曾在研究中指出同化方法受到水力参数的影响， 参数估计越准确土壤水分估计精度越高。 土壤质地和

有机质是影响土壤水力参数的重要因素， 而它们存在高度的空间异质性， 因此在现实中很难获得精确的土壤

水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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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在土壤质地和有机质信息存在误差的情况下， 利用数据同化方法估计土壤水分的可能性； 当

观测资料稀少时， 利用数据同化方法提高土壤水分的估计精度。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 分别使用 ＥｎＫＦ 和

ＥｎＫＳ 将表层土壤体积含水量同化到简单生物圈模型（Ｓｉｍｐｌｅ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ｉＢ２）中， 分析土壤质地及有机

质和观测频率对土壤水分数据同化结果的影响。

１　 模型和数据

１ １　 ＳｉＢ２ 模型

ＳｉＢ２ 模型由 Ｓｅｌｌｅｒｓ 等［１６］在简单生物圈模型 （Ｓｉｍｐｌｅ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ｉＢ） 的基础上改进和发展起来，
能够更有效地模拟土壤⁃大气⁃生物圈之间的能量传输过程， 其土壤水分控制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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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θ ｓ为土壤的饱和体积含水量， ｍ３ ／ ｍ３； Ｄ１、 Ｄ２、 Ｄ３ 分别为 ３ 层土壤的厚度， ｍ； Ｑｉ， ｉ ＋１ 为第 ｉ 层和第

ｉ ＋ １ 层之间的水流通量， ｍ ／ ｓ； ＰＷ１
为降水渗入第 １ 层土壤的水量， ｍ ／ ｓ； Ｑ３ 为深层土壤的重力排水量， ｍ ／ ｓ；

Ｅｃｔ为植被叶片从根系层吸取的土壤水分的蒸腾量， ｋｇ ／ （ｍ２·ｓ）； Ｅｇｓ为表层土壤水分的蒸发量， ｋｇ ／ （ｍ２·ｓ）；
ρｗ为液体水的密度， ｋｇ ／ ｍ３； Ｗ１、 Ｗ２、 Ｗ３ 分别为 ３ 层土壤含水量， 定义为

Ｗｉ ＝
θｉ

θｓ
， 　 ｉ ＝ １， ２， ３ （４）

式中　 θｉ 为所对应土壤层的体积含水量， ｍ３ ／ ｍ３。
土壤层之间的水流通量由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方程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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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ψ 为土壤基质势， ｍ； Ｋ（θ）为土壤的有效水力传导率， ｍ ／ ｈ； ｚ 为土壤层的厚度， ｍ。 而 ψ 与 Ｋ（θ）则
由 Ｃｌａｐｐ 和 Ｈｏｒｎｂｅｒｇｅｒ［１７］给出的经验公式得到：

Ｋ（θ） ＝ ＫｓＷ（２Ｂ＋３）
ｉ （６）

ψ ＝ ψｓＷ
－Ｂ
ｉ （７）

式中　 Ｋｓ 为土壤的饱和水力传导率， ｍ ／ ｈ； ψｓ 为饱和土壤基质势， ｍ； Ｂ 为土壤湿度指数。
由式（１） ～式（７）可知， 土壤水分含量主要由 θｓ、 Ｋｓ、 ψｓ 和 Ｂ 这 ４ 个水力参数决定， 均可通过土壤转换

函数得到。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的重要组成成分， 虽然在土壤中含量较小， 但影响水动力学参数， 对水分运动

起到调控作用， 为此本文采用了来自 Ｓａｘｔｏｎ 和 Ｒａｗｌｓ［１８］的考虑了有机质含量的土壤转换函数：
θｓ ＝ θ３３ ＋ θ（ｓ－３３） － ０ ０９７Ｓ ＋ ０ ０４３ （８）

Ｂ ＝ （ｌｎ１ ５００ － ｌｎ３３） ／ （ｌｎθ３３ － ｌｎθ１ ５００） （９）

Ｋｓ ＝ １ ９３０（θｓ － θ３３） ３－ １
Ｂ( ) （１０）

ψｓ ＝ Ａ（θｓ）
－Ｂ （１１）

式中　 θ３３ 为水势 ３３ ｋＰａ 下的土壤水分含量； θｓ－３３ 为水势 ０～３３ ｋＰａ 下的土壤水分含量； θ１ ５００ 为水势 １ ５００ ｋＰａ
下的土壤水分含量。 由以下方程组求解：

θ３３ ＝ ｆ３３（Ｓ， Ｃ， ＯＭ）　 　 θｓ－３３ ＝ ｆｓ－３３（Ｓ， Ｃ， ＯＭ） 　 　 θ１ ５００ ＝ ｆ１ ５００（Ｓ， Ｃ， ＯＭ）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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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 为土壤中的砂粒含量； Ｃ 为粘粒含量； ＯＭ 为有机质含量。
式（１１）中的 Ａ 可由式（９）和式（１２）求得：

Ａ ＝ ｅｘｐ（ｌｎ３３ ＋ Ｂｌｎθ３３） （１３）
１ ２　 数据同化算法

１ ２ １　 集合卡尔曼滤波

集合卡尔曼滤波（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 ＥｎＫＦ）算法以贝叶斯估计为理论基础， 在模型状态变量高斯分

布的前提下， 为解决模型算子强非线性时， 使用扩展卡尔曼滤波带来的问题， 采取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抽样方法，
将模型状态变量生成样本集合的形式， 从而避免了切线性算子和伴随方程的使用， 并且降低了大型计算所需

的存储要求［６⁃７， １９］。
ＥｎＫＦ 包括预报（时间更新）和分析（观测更新）两个步骤。 在预报阶段， 根据前一时刻模型状态变量生成

当前时刻状态变量的预报值：
ψｆ

ｔ ＝ Ｇ（ψａ
ｔ －１， β） （１４）

式中　 ψｆ
ｔ为 ｔ 时刻状态变量的预报值； ψａ

ｔ－１为 ｔ－１ 时刻状态变量的分析值； Ｇ 为非线性的模型算子； β 为模型

参数。 在有可用观测数据时， 即分析阶段引入观测数据对状态变量进行更新：
ψ ａ

ｔ ＝ ψ ｆ
ｔ ＋ Ｋ ｔ（ｄｔ － Μψ ｆ

ｔ） （１５）
Ｋ ｔ ＝ Ｃ ｆ

ψψ， ｔ ＭＴ（ＭＣ ｆ
ψψ， ｔ ＭＴ ＋ Ｃεε， ｔ）

－１ （１６）
式中　 ψａ

ｔ 为 ｔ 时刻状态变量的分析值； Ｋ ｔ 为卡尔曼增益； ｄｔ 为观测值； Ｍ 为观测算子； Ｃ ｆ
ψψ，ｔ为预报误差协

方差矩阵； Ｃεε，ｔ为观测误差协方差矩阵。 ＥｎＫＦ 算法的运行过程如下：
（１） 在初始时刻 ｔ０ 扰动状态变量 ψａ

ｔ０， 生成符合高斯分布的初始状态变量集合 ｛ψ ａ
ｉ， ｔ０， ｉ ＝ １， …， Ｎ｝。

（２） 利用式（１４）计算每个集合成员变量 ψａ
ｉ，ｔ－１在 ｔ 时刻的预报值 ψｆ

ｉ，ｔ。
（３） 判断是否有可用观测值 ｄｔ 加入， 如果没有则将 ψｆ

ｉ，ｔ看作 ｔ 时刻的分析值 ψａ
ｉ，ｔ； 反之进入分析阶段，

扰动观测值生成集合， 利用 ｄｉ，ｔ和 ψｆ
ｉ，ｔ按式（１５）和式（１６）计算 ｔ 时刻的分析值 ψａ

ｉ，ｔ。 其中， Ｃ ｆ
ψψ，ｔ、 Ｃεε，ｔ分别由

集合 ψｆ
ｔ、 ｄｔ 求得。

１ ２ ２　 集合卡尔曼平滑

集合卡尔曼平滑（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Ｋａｌｍａｎ Ｓｍｏｏｔｈ， ＥｎＫＳ）算法建立在 ＥｎＫＦ 基础之上， 是 ＥｎＫＦ 的扩展。 ＥｎＫＳ
采用误差统计量的集合表示来求解递归方程， 利用多个时间和空间上的观测资料的集合协方差在时间上向前

向后传播信息， 因此具有变分数据同化的特点， 可在整个同化窗口内利用所有观测信息从整体上调整模型的

运行轨迹， 所有观测值都将影响到状态更新的整个过程［７， １０⁃１２］。 ＥｎＫＳ 利用 ＥｎＫＦ 的解作为先验信息， 在时

间上向后计算进一步更新， 得到平滑的解。 在时间窗口［ ｔ－ｊ， ｔ］上的平滑分布可表示为

ψ ａ
ｔ －ｊ ／ ｔ ＝ ψ ｆ

ｔ －ｊ ／ ｔ ＋ Ｋ ｔ －ｊ ／ ｔ（ｄｔ －ｊ ／ ｔ － Ｍψ ｆ
ｔ －ｊ ／ ｔ） （１７）

Ｋ ｔ －ｊ ／ ｔ ＝ Ｃ ｆ
ψψ， ｔ －ｊ ／ ｔ ＭＴ（ＭＣ ｆ

ψψ， ｔ －ｊ ／ ｔ ＭＴ ＋ Ｃεε， ｔ －ｊ ／ ｔ） （１８）
１ ３　 研究区及数据

黑河主要流经青海、 甘肃和内蒙， 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 该流域面积约为 １４ ３ 万 ｋｍ２。 如图 １ 所示，
本文所选用的参考站是位于黑河上游支流八宝河南侧河谷高地上的阿柔冻融观测站， 该站经纬度为 １００°２７′
２６″Ｅ， ３８°０３′０２″Ｎ， 海拔 ２ ９９５ ｍ， 植被类型主要为草地。 依据 ＳｉＢ２ 模型， 选取该站的气象驱动数据［２０⁃２１］：
向下长波辐射、 向下短波辐射、 降水、 气温、 气压、 相对湿度和风速。 ＳｉＢ２ 模型将土壤垂直划分为 ３ 层，
根据观测站植被类型， 表层、 根区和深层土壤的厚度分别设为 １０ ｃｍ、 ２０ ｃｍ 和 １００ ｃｍ， 相应的节点深度为

５ ｃｍ、 ２０ ｃｍ 和 ８０ ｃｍ。
１ ４　 驱动集合的生成

为得到分布合理的集合样本， 通常需要对驱动数据进行扰动。 本文主要对气温和降水进行扰动。 气温的

扰动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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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黑河流域及阿柔冻融观测站位置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ｏ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Ｔｉ
ｔ ＝ Ｔｔ － γ Ｔ（１ － ２ｗ ｉ

Ｔ）　 ｗ ｉ
Ｔ ～ Ｕ（０， １） （１９）

式中　 Ｔｉ
ｔ 为 ｔ时刻气温 Ｔｔ 的第 ｉ个扰动值， Ｋ； γＴ 为常数；

ｗ ｉ
Ｔ 为 ０， １ 之间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噪声。 降水扰动公

式为

Ｐ ｉ
ｔ ＝ ｅｘｐ μ ｌｎ ＋ ｗ ｉ

Ｐ

σ ２
ｌｎ

２
æ

è
ç

ö

ø
÷ 　 ｗ ｉ

Ｐ ～ Ｎ（０， １） （２０）

μ ｌｎ ＝ ｌｎ
Ｐ２

ｔ

Ｐ２
ｔ ＋ （γＰＰｔ）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σ ｌｎ ＝ ｌｎ

（γＰＰｔ）２

Ｐ２
ｔ

＋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１）

式中　 Ｐ ｉ
ｔ 为 ｔ 时刻降水 Ｐ ｔ 的第 ｉ 个扰动值， ｍｍ； γＰ 为降

水数据的缩放因子； ｗ ｉ
Ｐ 为均值为 ０， 方差为 １ 的高斯白

噪声。
１ ５　 精度评价指标

本文使用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ＥＲＭＳ）评价土壤质地及有机质估计和观测频率对土壤水分

同化的影响：

ＥＲＭＳ ＝ ∑
ｎ

ｉ ＝ １
（Ｓｉ － Ｔｉ） ２ ／ ｎ （２２）

式中　 ＥＲＭＳ为土壤水分估计值与 “真值” 的均方根误差； Ｓｉ 为第 ｉ 时刻的土壤水分估计值； Ｔｉ 为第 ｉ 时刻的土

壤水分 “真值”； ｎ 为时间演进次数。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实验方案

为研究观测数据稀少情况下土壤质地及有机质估计对土壤水分同化的影响， 在土壤质地及有机质取值范

围内扰动参考值， 生成 ３ 组参数， 其中砂粒和粘粒含量之和遵循小于 １００％的物理约束条件， 见表 １。 土壤

质地及有机质的参考值根据 ２００９ 年对阿柔站实测值确定。 基于参数参考值， 利用阿柔站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驱动数据（循环的）运行 ＳｉＢ２ 模型 １０ 年， 模拟步长为 １ ｈ， 提供一个较长的 ｓｐｉｎ⁃ｕｐ 时期， 使模

型达到平衡。 为避免涉及到复杂的土壤冻融过程， 仅选取 ６～１０ 月时间段进行同化实验， 利用该时间段模拟

的 ３ 层土壤水分作为实验中的 “真值”， 并对表层土壤水分进行随机扰动（观测误差设为 ３ ５％）生成带随机

误差的表层土壤水分观测数据， 用于同化实验。 使用来自 ＷＲＦ 模拟的驱动数据［２２］和表 １ 中实验 １ 至实验 ３
的参数生成模拟的土壤水分集合。 在本研究中， 驱动数据和参数集合的大小为 ２００。

表 １　 参数的设置 ％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实验方案
表层土壤 根区土壤 深层土壤

沙土 粘土 有机质 沙土 粘土 有机质 沙土 粘土 有机质

参考值 ５５ ００ １７ ００ ５ ９０ ４６ ００ １８ ０ ４ ２０ ３３ ００ ３６ ０ ０ ５０

实验 １ ４１ ２５ １２ ７５ ７ ３８ ３４ ５０ １３ ５ ５ ２５ ２４ ７５ ４５ ０ ０ ６３

实验 ２ ４６ ７５ １４ ４５ ６ ７９ ４０ ０２ １５ ３ ４ ８３ ２８ ０５ ４１ ４ ０ ５８

实验 ３ ７４ ２５ ２２ ９５ ３ ８４ ６２ １０ ２４ ３ ２ ７３ ４４ ５５ ２３ ４ ０ ３３

２ ２　 土壤质地参数的影响

图 ２ 显示了不同土壤质地和有机质数据情况下， 每 ２４ ｈ 同化一次表层土壤水分观测数据的结果。 由图 ２
可知， 在实验 １ 和实验 ２ 中 ３ 层土壤水分的模拟结果均为高估， 而利用 ＥｎＫＦ 和 ＥｎＫＳ 算法同化表层土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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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观测数据得到的 ３ 层土壤水分均明显降低。 与未同化观测的模拟结果相比， 这两种方法估计的土壤水分更

为接近 “真值”， 并且能较好地模拟出 “真值” 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在实验 ３ 中， 表层和根区土壤水分的模

拟值有高有低而深层则为高估， 这导致了 ＥｎＫＦ 和 ＥｎＫＳ 对深层土壤水分的估计没有明显改进， 这是由于土

壤剖面各层水分之间的正相关性和模型误差协方差矩阵的相关性所致。 表 ２ 给出了 ３ 组实验中土壤水分模拟

和同化结果的均方根误差。 可以看出， 利用 ＥｎＫＦ 和 ＥｎＫＳ 算法得到的 ３ 层土壤水分的均方根误差均小于模

拟的均方根误差， ＥｎＫＳ 算法得到的表层和根区土壤水分的均方根误差均小于 ＥｎＫＦ 的结果， 主要是因为

ＥｎＫＳ 可以在同化窗口内利用多个时刻的观测数据更新整个窗口上的状态变量， 而 ＥｎＫＦ 只能顺序地利用某

个观测时刻的数据更新该时刻的状态变量。

图 ２　 ３ 种质地土壤的日平均土壤水分的观测、 模拟和同化结果

Ｆｉｇ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表 ２　 ３ 种质地条件下土壤水分模拟和同化结果的 ＥＲＭＳ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算法
表层（５ ｃｍ） 根区（２０ ｃｍ） 深层（８０ ｃｍ）

实验 １ 实验 ２ 实验 ３ 实验 １ 实验 ２ 实验 ３ 实验 １ 实验 ２ 实验 ３

模拟 ０ １５１ ０ １２８ ０ ０５７ ０ １１３ ０ ０９７ ０ ０５２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０ ０ ０８１

ＥｎＫＦ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７３

ＥｎＫ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９

２ ３　 观测频率的影响

为了分析观测频率对土壤水分同化结果的影响， 本文以实验 １ 的参数作为输入， 进行了 ３ 组同化实验：
每隔 １ ｄ（２４ ｈ）、 ３ ｄ（７２ ｈ）和 １０ ｄ（２４０ ｈ）同化一次表层土壤水分观测数据。 表 ３ 是观测频率不同情况下， 土

壤水分模拟和同化结果的均方根误差。 由表 ３ 可知， 与模拟结果相比， 即使每隔 １０ ｄ 同化一次观测资料，
同化算法仍然可以改进土壤水分估计。 随着观测资料的减少， 表层和根区土壤水分同化结果的均方根误差逐

渐增大， 当观测频率为 １０ ｄ 时， ＥｎＫＳ 算法得到的均方根误差明显小于 ＥｎＫＦ 的结果。 同化算法对深层土壤

水分估计的均方根误差变化不大， 主要是由于深层土壤水分变化幅度较小， 并且深层与表层土壤水分相关性

较弱。 此外， 可以看出， 仅有表层观测数据时土壤水分的估计对观测频率的敏感程度由表层向深层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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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观测频率下土壤水分模拟和同化结果的 ＥＲＭＳ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算法
表层（５ ｃｍ） 根区（２０ ｃｍ） 深层（８０ ｃｍ）

２４ ｈ ７２ｈ ２４０ｈ ２４ｈ ７２ｈ ２４０ｈ ２４ｈ ７２ｈ ２４０ｈ
模拟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１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７
ＥｎＫＦ ０ ０５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９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８
ＥｎＫ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３

３　 结　 　 论

本文发展了基于 ＥｎＫＳ 算法的土壤水分同化方案， 并利用黑河流域阿柔站点的相关数据开展了土壤质地

及有机质和观测频率对土壤水分影响的同化实验。 当土壤质地及有机质存在较大误差时， 土壤水分模拟结果

也随之存在较大误差。 同化表层土壤水分观测数据能够减小模型参数对土壤水分模拟结果的影响， 可明显改

进土壤水分的估计精度。 在观测资料稀少的情况下， 同化表层土壤水分仍然可以改进表层和根区土壤水分的

估计， 但是随着观测资料的减少， 土壤水分估算的精度逐渐降低。 由于 ＥｎＫＳ 可利用同化窗口内多个时刻的

观测数据更新整个窗口上的状态变量， 因此它对土壤质地及有机质和观测频率的敏感程度均小于 ＥｎＫＦ， 土

壤水分的同化结果均优于 ＥｎＫＦ。 因此， 基于 ＥｎＫＳ 算法的水文数据同化方案是改进观测资料缺乏地区的水

文过程模拟和预报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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