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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有效进行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模型参数的优选， 更好地理解参数变化对模拟结果的影响， 开展了模型参数灵敏

度分析。 以南通市九龙垦区暗管排水脱盐试验为例， 采用 Ｍｏｒｒｉｓ 全局定性分析方法检测了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模型模拟

土壤剖面含盐量时侧向饱和导水率 Ｋｓａｔ、 水动力弥散系数 Ｄ、 地表最大蓄水深度 Ｓｍ、 相对不透水层深度 Ｉｍ、 排水系

数 Ｄｒ及地下水初始埋深 Ｗ ６ 个参数的灵敏度。 结果表明： Ｋｓａｔ对模拟结果影响最为显著， Ｄ、 Ｓｍ和 Ｄｒ次之， 而 Ｗ 与

Ｉｍ影响最小； 各个参数间的非线性作用存在差异， 以 Ｋｓａｔ最为显著。 为保证模型模拟质量， 对敏感性参数应提高现

场测试精度， 在模型运行时， 对灵敏度大的参数应进行重点调整， 同时也不可忽视非线性作用较强的参数， 从而

有效地指导模型的参数率定， 提高模型的适用性。

关键词：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Ｍｏｒｒｉｓ 方法； 灵敏度分析； 参数率定

中图分类号： Ｓ２７１； Ｐ３３３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７１⁃０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１０⁃２４； 网络出版时间： 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１４５４ ０１８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４７９０６３）
作者简介： 俞双恩（１９６１—）， 男， 安徽安庆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农业水土资源规划与管理、 现代灌排理论与技术

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ｓｅｙｕ＠ ｈｈｕ ｅｄｕ ｃｎ
通信作者： 王宁， Ｅ⁃ｍａｉｌ： ５９５９３４２６１＠ ｑｑ ｃｏｍ

测量误差的存在和对机理的不完全理解使模型模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模型输入参数是影响模拟结果

的关键因素， 而大多数参数是通过实验率定或通过其他手段间接获取的， 因此， 需要通过灵敏度分析来评价

各个参数的不确定性对模型运行结果的影响［１］。 灵敏度分析分为全局灵敏度分析与局部灵敏度分析。 局部

灵敏度分析只检验单个参数的变化对模型结果的影响程度； 全局灵敏度分析则检验多个参数的变化对模型运

行结果总的影响， 并分析每一个参数及其参数之间相互作用对模型结果的影响。 局部灵敏度分析方法主要有

因子变化法、 偏差变化法等。 全局灵敏度分析方法中， 定性方法主要有多元回归法［２］、 Ｍｏｒｒｉｓ 法［３］、 傅里叶

幅度灵敏度检验法（ＦＡＳＴ） ［４］， 定量分析方法有基于方差分析的 Ｓｏｂｏｌ 法［５］、 扩展傅里叶幅度灵敏度检验法

（Ｅｘｔｅｎｄ ＦＡＳＴ） ［６］等。 全局灵敏度分析方法在水文模型的参数评价中研究成果较多［７⁃９］。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 是美国农业部推荐的农田排水模型， 模型不断发展更新并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０⁃１２］。 同时， 模

型参数的灵敏度分析亦有一定发展， 陈丽群和胡铁松［１３］采用局部灵敏度分析方法研究了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 模型的

侧向饱和导水率、 排水系数及地表最大积水深度的灵敏度； Ｓａｄｅｋ 和 Ｖａｚｑｕｅｚ［１４］ 采用 ＧＬＵＥ 方法研究了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Ｎ 模型的土壤饱和含水率、 侧向饱和导水率及硝化、 反硝化速率等氮素运移参数的灵敏度，
Ｗａｎｇ 等［１５］分别采用 ＬＨ⁃ＯＡＴ 和 ＥＦＡＳＴ 两种方法分析了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Ｎ ＩＩ 中氮素循环相关参数的灵敏度， 而

有关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 的扩展模型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相关参数的全局灵敏度分析鲜见报道。 本文以南通市九龙垦区的

试验为例， 采用 Ｍｏｒｒｉｓ 方法对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的主要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 探讨主要参数的变化对模型输出

的影响， 进而指导模型参数的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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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Ｍｏｒｒｉｓ 方法简介

Ｍｏｒｒｉｓ 法用于研究全局范围内模型各参数在较大范围内变化时对系统输出的影响程度［３］。 Ｍｏｒｒｉｓ 设计采

用 “一次只改变一个参数” 的抽样取值方法， 轮流计算各参数的目标函数值， 从而得到各个参数全局灵敏

度及参数间相关性和非线性的定性描述。
设模型 ｙ ＝ ｆ ｘ１， ｘ２，．．．， ｘｋ( ) 含 ｋ 个参数， 结合各参数所服从的概率分布， 将每个参数的变化范围映射

到 ［０， １］ 区间上， 由预设的抽样水平 ｐ 将其离散化， 使每个参数从 ０， １
ｐ － １

， ２
ｐ － ２

，．．．， １{ } 中取值［３］。

对 ｋ 个参数随机抽样一次， 获得向量 Ｘ∗ ＝ ｘ∗
１ ， ｘ∗

２ ，．．．， ｘ∗
ｋ( ) 为基向量， 然后从该向量出发进行 ｋ＋１ 次抽

样， 每次抽样都对 Ｘ∗ ＝ ｘ∗
１ ， ｘ∗

２ ，．．．， ｘ∗
ｋ( ) 中的一个或几个参数增加 Δ（一般取 Δ ＝ ｐ

２ ｐ － １( )
）， 使抽样得到

的向量 Ｘｉ ＝ ｘｉ
１， ｘｉ

２，．．．， ｘｉ
ｋ( ) ｉ ＝ １， ２，．．．， ｋ ＋ １( ) 中每相邻的两个向量都只有一个参数发生 Δ 改变， 保证 ｋ

个参数轮流变化一次。 抽样得到的 ｋ＋１ 个向量作为模拟的基量。 设相邻两个向量 Ｘｉ和 Ｘｉ ＋１的第 ｊ 个参数取值

不同， 则第 ｊ 个参数引起的变化效应 Ｅ 可定义为

Ｅ ｊ ＝
ｆ（Ｘｉ ＋１） － ｆ（Ｘｉ）

Δ
（１）

其中 ｘｉ ＋１
ｊ ＝ ｘｉ

ｊ ＋ Δ 或 ｘｉ ＋１
ｊ ＝ ｘｉ

ｊ － Δ 。 这样由模拟基量便产生每个参数的一个变化效应 Ｅ。 如果预设 ｍ 条轨道，
则按上述方法便产生每个参数的 ｍ 个变化效应 Ｅ， 计算这 ｍ 个变化效应 Ｅ 绝对值的均值 μ 和方差 σ。

利用变化效应 Ｅ 的均值 μ 和标准差 σ 来判断参数的敏感性， μ 值越大， 对应的参数对模型输出值的影响

越大； 标准差 σ 值越大， 则该参数影响模型的输出时与其他参数的相互作用越大， 或者说该参数对模型输

出的影响非线性。 由于进行灵敏度分析模拟预试验时计算得出的 μ 值存在负值， 故采用 Ｃａｍｐｏｌｏｎｇｏ［１６］ 等提

出的修正均值 μ∗代替 μ。

μ∗
ｉ ＝ １

ｓ ∑
ｓ

ｊ ＝ １
｜ Ｅ ｉｊ ｜ （２）

式中　 ｓ 为取样总数。

２　 试验材料与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在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九龙垦区试验基地（３２°２４′Ｎ， １２１°２０′Ｅ）进行。
试验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为 １４ ８℃， 年平均降雨量为 １ ０２５ ６ ｍｍ， 最大年降雨量为

１ ４７８ ８ ｍｍ， 最小年降雨量为 ５７９ ５ ｍｍ， 年均水面蒸发量为 １ ３４３ ５ ｍｍ。 试验区土壤属滨海盐渍土， 土壤

平均含盐量约为 ２０ ４ ｍｇ ／ ｋｇ， 土壤 ｐＨ 值约为 ８ ４， 有机质含量约为 ０ ６５％， 全氮含量为 ０ ０５％， 速效磷为

２ ７４‰， 速效钾为 ４９６ １２‰。
试验区暗管埋深为 ０ ９ ｍ， 间距为 １０ ｍ， 重复 ３ 次（３ 个小区）。 暗管采用内径为 ５５ ｍｍ 的吸水管， 从吸

水管排出的水直接排入农沟， 暗管的管道水力比降为 １ ／ ３５０， 暗管外包滤料为土工布＋草料＋土工布。
暗管排水脱盐观测试验从 ５ 月 １１ 日开始至 ９ 月 １６ 日结束。 试验开始前， 在小区内分 ４ 层采集 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土样（０～２０ ｃｍ， ２０～４０ ｃｍ， ４０～７０ ｃｍ， ７０～１００ ｃｍ）， 供土壤基本性质测定和初始含盐量测定。 暗管排

水试验开始后， 每周分层采集 ０～１００ ｃｍ 土层土样， 降雨或灌水前加测一次， 采用电导法测定各层土壤平均

含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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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模型及参数的灵敏度分析

３ １　 模型原理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 模型是以田间尺度的水文模型为基础， 以天或小时为时间步长， 气象、 土壤、 作物和排水

设计管理为参数， 用于预测地表径流、 地下排水、 排水暗管（沟）中部地下水位的变化、 土壤含水量和蒸腾

蒸发量的变化等。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模型是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 的扩展模型， 以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 模型的水平衡计算结

果［１７⁃１８］作为己知输入， 用于研究农田水盐的运移和剖面盐分的分布。

图 １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中土壤剖面流场示意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规定： 在非饱和区， 每天平均盐分

流出量是以地下水位以上的不饱和区深度为自变量的函

数［１９⁃２０］， 地表下任意深度 Ｚ 在 Δｔ 时间内的平均盐分流

出量由剖面划分成的深度单元 ΔＺ 的大小（图 １）与计算

得出的进出该深度单元 ΔＺ 的盐分含量共同决定； 在饱

和区， 垂向盐分流出量是从初始地下水埋深相应的含水

层净盐分补给量至不透水层的零流出量呈线性递减

变化。
另外， 剖面土壤含水量是由以水量平衡为基础的土

壤水分特性数据得出。 在水分出流量的求解方面， 上述

方法［２０］ 与采用有限元计算求解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方程估算出流

量均能够得到可靠的结果。
Ｋａｎｄｉｌ［２０］采用质量守恒方法求解盐分模块的对流弥散方程， 进而解得每个时间步长末土壤剖面中盐溶液

浓度， 方程基本微分形式表示为

∂θＣ
∂ｔ

＝ ∇（θＤｈ∇Ｃ － ｑＣ） ＋ Ｒ（Ｃ） ＋ Γｃ （３）

式中　 Ｃ 为土壤盐溶液体积浓度， ｍｇ ／ Ｌ； θ 为土壤体积含水率， ｃｍ３ ／ ｃｍ３； ｔ 为时间， ｄ； Ｄｈ为二阶水动力弥

散系数， ｃｍ２ ／ ｄ； ｑ 为土壤水流通量， ｃｍ ／ ｄ； Ｒ（Ｃ）为考虑一般溶质间的反应项， ｍｇ ／ （Ｌ·ｄ）； Γｃ为源汇项，
ｍｇ ／ （Ｌ·ｄ）。

Ｋａｎｄｉｌ［２０］将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中采用的基于质量守恒计算溶质运移的方法与有限元计算方法进行了比较。
选用黏土与沙壤土进行模拟计算， 二者的相关性较好（Ｒ２ ＝ ０ ８２）， 而采用质量守恒方法的计算速度比有限元

方法快两个数量级， 前者可靠、 简单， 能够有效地节省模拟时间， 同时避免了非线性方程数值求解过程中考

虑的收敛与稳定的问题。
３ ２　 模型主要参数的确定

模型的输入参数主要包括气象、 土壤和排水设计等参数。 气象参数包括最高、 最低气温， 小时（或日）
降雨量及日潜在腾发量等， 本文气象数据取自南通市如东县九龙垦区试验基地气象站 ２０１２ 年资料（模拟时，
灌水洗盐的次灌水量折算成降雨量与降雨资料一起输入模型）； 土壤参数包括土壤水分参数和盐分运移参

数， 试验区主要土壤资料见表 １、 表 ２， 其中， 土壤类型为砂质壤土， 本试验对流速度较大， 机械弥散作用

远超过分子扩散作用， 故忽略分子扩散的影响； 排水参数包括排水管间距、 埋深、 不透水层深度、 排水系数

及排水暗管的有效管径等。
３ ３　 目标函数

由于试验区地下水位长期处于动态变化中， 盐分亦随水流不断运动， 测得的土壤水分参数（侧向饱和导

水率、 排水系数、 地下水初始埋深等）及盐分参数（水动力弥散系数、 剖面初始含盐量等）属于一个范围值，
而其他一些参数则是通过模型自带的经验算法计算得到， 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选取侧向饱和导水率



２７４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Ｋｓａｔ、 排水系数 Ｄｒ、 不透水层深度 Ｉｍ、 地表最大积水深度 Ｓｍ、 初始地下水埋深 Ｗ 及水动力弥散系数 Ｄ ６ 个主

要影响参数作为灵敏度分析参数， 根据试验观测及相关研究［１０⁃１５］， 各参数取值范围见表 ３。

表 １　 试验区主要土壤资料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ｅａ

土层深度 ／ ｃｍ
土壤饱和含水量
θｓ ／ （ｃｍ３·ｃｍ－３）

土壤残余含水量
θｒ ／ （ｃｍ３·ｃｍ－３） α ／ （ｃｍ－１） ｎ ｍ

垂向饱和导水率
／ （ｃｍ·ｈ－１）

０～２０ ０ ４１８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３ ７ １ ６８５ ０ ３９０ ４ ５

２０～４０ ０ ３７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３ ２ １ ７０２ ０ ４１６ ２ ８

４０～７０ ０ ３４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３ １ １ ７５１ ０ ４１９ ２ ６

７０～１００ ０ ２９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３ ３ １ ７５５ ０ ４２８ ２ ２

土层深度 ／ ｃｍ
初始土壤含水率
／ （ｃｍ３·ｃｍ－３） 砂粒组 ／ ％ 粉粒组 ／ ％ 黏粒组 ／ ％

土壤容重
／ （ｇ·ｃｍ－３） 孔隙率％

０～２０ ０ ３１２ ６７ ３ ２１ ２ １１ ５ １ ５２ ０ ４３６

２０～４０ ０ ２９６ ５７ ８ ３１ ３ １０ ９ １ ５０ ０ ４４６

４０～７０ ０ ２６７ ５５ ２ ３５ ０ ９ ８ １ ３８ ０ ４８３

７０～１００ ０ ２４１ ３８ ６ ５２ ９ ８ ５ １ ４７ ０ ４５５

注： α、 ｍ 和 ｎ 为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计算公式 θ＝ θｒ＋（θｓ－θｒ） ／ （１＋ αｈ ｎ）ｍ（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模型）的形状参数， 其中 ｈ＜０， ｍ＝ １－１ ／ ｎ。

表 ２　 土壤排水蒸发能力与 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 入渗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

土壤排水蒸发能力 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 入渗参数

地下水埋深 ／ ｃｍ 排水能力 ／ （ｍｍ·ｈ－１） 潜水上升通量 ／ （ｍｍ·ｈ－１） 地下水埋深 ／ ｃｍ Ａ ／ （ｃｍ·ｈ－１） Ｂ ／ （ｃｍ·ｈ－１）

０ ０ ５ １０ ０ ０ ２ １０

１０ ０ ９ ５ ００ １０ ３ ５９ ２ １０

２０ ７ ３ ４ ９０ ２０ ５ ４５ ２ １０

３０ １６ １ ３ ８０ ４０ ６ ２２ ６ ２５

４５ ３６ ６ １ ３０ ６０ １３ ２１ ６ ２５

６０ ６１ ８ ０ ６０ ８０ １４ ２１ ７ ３２

９０ １２０ ３ ０ ２０ １００ １６ ４７ ７ ３２

１２０ １７６ ０ ０ ０６ １５０ ２１ ３０ ７ ３２

表 ３　 模型参数服从的概率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ｂｅｄｉｅｎ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参数的取值范围 参数 参数的取值范围

水动力弥散系数 Ｄ ／ （ｃｍ２·ｍｉｎ－１） （０ ０１６，０ ０３６） 排水系数 Ｄｒ ／ （ｃｍ·ｄ－１） （２ ８，０ ８）

地表最大蓄水深度 Ｓｍ ／ ｃｍ （０，５０） 相对不透水层深度 Ｉｍ ／ ｃｍ （６００，１００）

侧向饱和导水率 Ｋｓａｔ ／ （ｃｍ·ｈ－１） 第 １ 层：（２ ３４，０ ７８），第 ２ 层：（０ ８７，０ ２９）
第 ３ 层：（０ ７６５，０ ２５５），第 ４ 层：（０ ６１５，０ ２０５） 地下水初始埋深 Ｗ ／ ｃｍ （５０，１００）

注：土壤 Ｋｓａｔ分 ４ 层测定，分别为 ０～２０ ｃｍ，２０～４０ ｃｍ，４０～７０ ｃｍ，７０～１００ ｃｍ。

　 　 选择 ４ 个目标函数评估不同响应函数的参数敏感性， 即效率系数 Ｎ、 总量相对误差 Ｒ、 相关系数 Ｃ 和对

数误差系数 Ｌ， 计算公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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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 １ －
∑

ｎ

ｉ ＝ １
（Ｑｉ － Ｍｉ） ２

∑
ｎ

ｉ ＝ １
（Ｑｉ － Ｑｉ） ２

（４）

Ｒ ＝
∑

ｎ

ｉ ＝ １
（Ｍｉ － Ｑｉ）

∑
ｎ

ｉ ＝ １
Ｑｉ

（５）

Ｃ ＝
∑

ｎ

ｉ ＝ １
（Ｑｉ － Ｑ）（Ｍｉ － Ｍ）

∑
ｎ

ｉ ＝ １
（Ｑｉ － Ｑ） ２ ∑

ｎ

ｉ ＝ １
（Ｍｉ － Ｍ） ２

（６）

Ｌ ＝
∑

ｎ

ｉ ＝ １
ｌｇ（Ｑｉ ／ Ｍｉ）

∑
ｎ

ｉ ＝ １
｜ ｌｇＱｉ ｜

（７）

式中　 Ｑｉ为土壤剖面含盐量实测值， ｍｇ ／ ｋｇ； Ｍｉ为土壤剖面含盐量模拟值， ｍｇ ／ ｋｇ； ｎ 为整个试验期土壤剖面

含盐量的实测次数。
Ｒ 及 Ｌ 反应模拟值与实测值的差距， 绝对值越小， 模拟效果越好； Ｃ 是反映模拟值与观测值之间相关密

切程度的统计指标， Ｃ∈（０， １）， １ 表示二者相关性最优， 值越小相关性越差； Ｎ 反应了模型的模拟效率，
Ｎ∈（－∞ ， １）， １ 表示模拟效果最优， Ｎ 值越小模拟效果越差。
３ ４　 试验结果分析

对于选取的 ６ 个参数， 采用 Ｍｏｒｒｉｓ 方法进行 １２０ 次抽样， 得到 ７２０ 组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模型参数 ［Ｄ， Ｓｍ，
Ｋｓａｔ， Ｄｒ， Ｉｍ， Ｗ］ 的抽样样本， 以天为单位， 运行模型得出各个参数的灵敏度， 如图 ２ 所示。 由不同土层下

各目标函数的修正均值 μ∗可以看出， Ｗ 与 Ｉｍ对于模型的输出影响最小， 说明模型的土壤剖面含盐量输出结

果对于 Ｗ 与 Ｉｍ的初始输入条件不敏感； 而 Ｋｓａｔ 对所有目标函数的影响最大， 是模型土壤剖面含盐量输出的重

要影响因子， 同时这种影响随着土层深度增加而增加， 表现在目标函数 Ｎ 上最为显著； Ｄ 和 Ｄｒ二者敏感性

的总体水平差距不大， 而均不及 Ｋｓａｔ ， 且随深度变化呈现的规律并不明显， 而 Ｓｍ与 Ｄｒ的变化对于模型输出

的贡献基本持平， 均未超过水动力弥散系数 Ｄ 与 Ｄｒ。
由不同土层下各目标函数的标准差 σ 可以看出， Ｋｓａｔ受其他参数的影响（或非线性作用）最为显著， 尤其

表现在目标函数 Ｎ 上， 同时随着土层深度增加， 受非线性作用增强； 其次为 Ｄ， 对于目标函数 Ｎ 和 Ｃ 均响

应强烈， 亦随着土层深度增加， 非线性作用增强； Ｓｍ和 Ｄｒ主要对目标函数 Ｎ 响应强烈， 但远不及 Ｋｓａｔ； 而 Ｗ
与 Ｉｍ的 σ 值均处于较低水平， 受其他参数影响较小。

各参数变化对土壤剖面含盐量输出的影响水平及非线性作用程度排序可见表 ４， Ｋｓａｔ是土壤剖面含盐量

输出变化的重要影响因子， 同时这种影响随着土层深度增加而增加， Ｋｓａｔ也极易受其他参数影响， 故其初始

输入值的精度直接影响模型的模拟效果， 应该加强试验手段保证现场测量的精度； Ｄ、 Ｓｍ和 Ｄｒ的变化对土壤

剖面含盐量输出的影响以及参数间的非线性作用均弱于 Ｋｓａｔ， 但考虑到模拟时参数之间的非线性作用会间接

影响其他参数对模拟的贡献， 对这些参数进行率定时， 应进行多次现场测量并配合模拟预试验来缩小取值范

围， 提高模拟效率； 而 Ｗ 与 Ｉｍ的变化对土壤剖面含盐量输出影响较小， 参数间相互作用不显著， 进行模拟

输入时， 可配合其他参数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微调， 来保证模拟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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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各层土壤参数修正均值与标准差散点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表 ４　 各参数变化对土壤剖面含盐量输出的影响水平及非线性作用程度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整体影响水平 受其他参数的影响（非线性作用）程度

低 ０≤μ∗＜０ ０１０ Ｗ＞Ｉｍ 低 ０≤σ＜０ ０１０ Ｗ＞Ｉｍ
中 ０ ０１０≤μ∗＜０ ０３５ Ｓｍ＜Ｄ＜Ｄｒ 中 ０ ０１≤σ＜０ ０５ Ｄｒ＜Ｓｍ＜Ｄ

高 ０ ０３５≤μ∗＜２ ３００ Ｋｓａｔ 高 ０ ０５≤σ＜４ ００ Ｋｓａｔ

注： 高、 中、 低水平的划分依据 μ∗值（或 σ 值）落入该范围的概率＞５０％。

４　 结　 　 论

采用 Ｍｏｒｒｉｓ 方法对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的主要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 研究表明， 各个参数的变化对分层土壤

剖面含盐量的模拟输出呈现不同的规律， 其中侧向饱和导水率 Ｋｓａｔ对模拟结果影响最为显著， 水动力弥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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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Ｄ、 地表最大蓄水深度 Ｓｍ和排水系数 Ｄｒ次之， 而地下水初始埋深Ｗ 与相对不透水层深度 Ｉｍ对其影响最小；
同时各个参数间存在非线性作用， 以侧向饱和导水率 Ｋｓａｔ最为显著。 为保证模型的模拟质量， 应提高敏感性

参数的现场测试精度， 在模型运行时， 对灵敏度大的参数应进行重点调整， 同时也不可忽视非线性作用较强

的参数， 从而有效地指导模型的参数率定， 提高模型的适用性。
Ｍｏｒｒｉｓ 方法可以高效快速地识别模型的潜在重要参数， 定性地描述单个参数作用对模拟结果影响及参数

间的交互作用程度， 尤其适用于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Ｓ 这种非线性的复杂模型， 同时 Ｍｏｒｒｉｓ 方法受人为干扰、 输入

参数变化范围与参数概率分布影响均较小， 适用于指导模型参数的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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