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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简化沟灌二维累积入渗量的数值计算， 采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分析了土壤初始含

水率、 入渗水深、 沟底宽、 边坡系数、 土壤质地和容重等因素对沟灌边界效应和拟合系数 γ 的影响， 并建立了系数

γ 与主要影响因素间的函数关系式， 提出了沟灌累积入渗量简化计算方法。 结果表明， 土壤初始含水率、 沟底宽和

边坡系数对沟灌边界效应的影响较小， 而入渗水深、 土壤质地和容重对沟灌边界效应的影响显著； 拟合系数 γ 主

要与入渗水深的变化有关， 随入渗水深的增大呈现减小趋势， 但对初始含水率、 沟底宽、 边坡系数、 土壤质地和

容重等因素变化的敏感性较低， 可忽略其影响； 建立了估算拟合系数 γ 的计算式， 结合已有文献资料对其可靠性

进行了验证， 结果表明黏壤土和砂壤土不同入渗时间内， 其沟灌累积入渗量计算值与实测值和 ＨＹＤＲＵＳ 软件模拟

值具有高的一致性， 说明文中所建公式估算拟合系数 γ 值可靠。 研究结果可为简化沟灌累积入渗量的数值计算提

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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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灌累积入渗量是进行土壤入渗参数估值的重要基础。 一些学者采用试验研究方法， 建立了多种沟灌累

积入渗量的计算模型［１⁃３］。 但沟灌入渗影响因素众多， 试验操作不易控制， 费时费力， 且易产生较大的试验

误差。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 众多学者采用数值模拟方法， 对传统沟灌、 沟底膜孔灌和覆膜侧渗沟灌

等多种形式下的土壤水分入渗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模拟值可较好地反映其土壤水分运动过程， 且具有最大

限度地降低人为因素干扰和快速生产大量研究样本的优点［４⁃８］。 但对于二维土壤水分运动方程而言， 其求解

过程复杂， 有时还存在计算结果不收敛和水量平衡误差较大等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沟灌土壤水分运

动的数值模拟研究。 近年来， 部分学者试图建立沟灌二维入渗和一维入渗之间的联系， 以简化该问题的研

究。 Ｆｏｋ 和 Ｃｈｉａｎｇ［９］假定沟灌二维土壤水分运动由一维入渗和边界入渗组成， 建立了估算沟灌累积入渗量和

湿润锋运移距离的计算式， 并结合试验验证， 结果表明实测值与计算值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Ｓｃｈｍｉｔｚ［１０］ 将沟

灌二维入渗分解为多个方向的一维入渗， 建立了沟灌累积入渗量与一维入渗和湿周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并验

证了所建公式的可靠性； Ｗａｒｒｉｃｋ 等［１１］建立了沟灌二维入渗与一维垂直入渗和边界入渗之间的计算式， 并分

析了不同土壤质地条件下湿周修正系数 Ｗ∗ ／ Ｗ 和拟合系数 γ 的变化范围， 提出了计算沟灌累积入渗量的新

方法， 但未给出实际应用过程中 Ｗ∗ ／ Ｗ 和 γ 的取值方法；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等［１２］在 Ｗａｒｒｉｃｋ 等［１１］的研究基础上， 将湿

周修正系数 Ｗ∗ ／ Ｗ 设置为常数 １， 并分别以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Ｍｕａｌｅｍ（ＶＧ）模型和 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ＢＣ）模型描述土

壤水力特性， 分析了不同土壤质地条件下系数 γ 的变化规律， 并建议对 γ 可取定值进行计算， 但研究中未考

虑土壤初始含水率、 容重等因素对 γ 的影响， 使其成果的应用具有一定局限性。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采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分析土壤初始含水率、 入

渗水深、 沟底宽、 边坡系数、 土壤质地和容重等因素对沟灌边界效应和拟合系数 γ 的影响， 试图建立拟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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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γ 与主要影响因素间的函数关系式， 提出沟灌自由入渗条件下累积入渗量的简化计算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理论分析

Ｗａｒｒｉｃｋ 等［１１］采用 Ｈａｖｅｒｋａｍｐ 等［１３］建立盘式三维入渗与垂直一维入渗之间函数关系的研究思路， 建立了

沟灌二维入渗与一维垂直入渗和边界入渗之间的计算公式， 可表示为

Ｉ２Ｄ
Ｗ∗

＝ Ｉ１Ｄ ＋ γＳ２ ｔ
Ｗ（θＳ － θ０）

（１）

式中　 Ｉ２Ｄ为沟灌二维入渗单位长度上的累积入渗量， ｃｍ３ ／ ｃｍ； Ｉ１Ｄ为土壤一维垂直入渗单位面积上的累积入

渗量， ｃｍ３ ／ ｃｍ２； θＳ为土壤饱和含水率， ｃｍ３ ／ ｃｍ３； θ０为土壤初始含水率， ｃｍ３ ／ ｃｍ３； Ｓ 为土壤渗吸率， 相当

于土壤水平吸渗［１４］， ｃｍ ／ ｍｉｎ０ ５； ｔ 为入渗时间， ｍｉｎ； Ｗ 和 Ｗ∗分别为湿周和修正湿周， ｃｍ， 并建议 Ｗ∗在

０ ８Ｗ～１ ３Ｗ 之间取值； γ 为忽略重力影响的理论参数， 或称之为拟合系数， 建议在 ０ ５ ～ １ ４ 之间取值。 由

于上述研究未给出 Ｗ∗和 γ 的具体取值方法， 且两个参数间存在交互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式的应

用。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等［１２］在 Ｗａｒｒｉｃｋ 等［１１］研究的基础上， 将修正湿周 Ｗ∗简化为 Ｗ， 即 Ｗ∗ ＝Ｗ， 分析了不同土壤质

地条件下拟合系数 γ 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 γ 在 ０ ６～１ ０ 之间变化， 并建议采用 ＶＧ 模型土壤水力特性参数

时， 则 γ 可统一取值为 ０ ８５， 采用 ＢＣ 模型， 则为 ０ ９５， 但研究中未考虑土壤初始含水率、 容重等因素对 γ
的影响， 导致该结论存在局限性。 若能提出简单可靠的 γ 取值方法， 则可进一步增强式（１）的实用性， 同时

也可简化沟灌自由入渗条件下土壤累积入渗量的数值模拟研究。
对式（１）进行变形， 令 Ｗ∗ ＝Ｗ， 可得

Ｉ２Ｄ ＝ Ｉ１ＤＷ ＋ γＳ２ ｔ
（θＳ － θ０）

（２）

在式（２）的求解过程中， 土壤渗吸率 Ｓ 采用下式计算［１１⁃１２］：
Ｓ ＝ ［２ＫＳ（θＳ － θ０）（ｈ０ ＋ ｈｆ）］ ０ ５ （３）

式中　 ＫＳ 为土壤饱和导水率， ｃｍ ／ ｍｉｎ； ｈ０ 为沟中水深， ｃｍ； ｈｆ 为湿润锋处压力水头， ｃｍ。 ｈｆ 可根据

Ｎｅｕｍａｎ［１５］提出的方法确定， 即

ｈｆ ＝ ∫０
ｈｎ

Ｋ（ｈ）
ＫＳ

ｄｈ （４）

式中　 ｈｎ为土壤初始含水率对应的压力水头， ｃｍ； Ｋ（ ｈ）为土壤非饱和导水率， 可采用 ＶＧ 模型进行计

算， 即

Ｋ（ｈ） ＝
ＫＳＳｌ

ｅ １ － （１ － Ｓ
１
ｍ
ｅ ）ｍ[ ] ２ 　 　 ｈ ＜ ０

ＫＳ ｈ ≥ ０{ （５）

Ｓｅ ＝
θ － θｒ

θＳ － θｒ

＝ １
（１ ＋｜ αｈ ｜ ｎ）ｍ 　 　 　 ｈ ＜ ０

１ ｈ ≥ ０

ì

î

í

ïï

ïï

（６）

式中　 Ｓｅ为土壤相对饱和度； θｒ为土壤滞留含水率， ｃｍ３ ／ ｃｍ３； ｈ 为土壤压力水头， ｃｍ； ｍ、 ｌ、 α 和 ｎ 分别为

经验拟合系数（或曲线性状参数）， 其中 ｍ ＝ １ － １ ／ ｎ ， ｌ 通常取值为 ０ ５， α 与土壤物理性质有关， １ ／ ｃｍ。 由

式（５）和式（６）可知， 式（４）难以求得解析解， 故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中的数值积分法（自适应法）求解， 可得

ｈｆ的数值解。 将式（３）代入式（２）， 同时令 Ａ ＝ ２γＫＳ（ｈ０ ＋ ｈｆ） ， 变形可得

Ｉ２Ｄ ＝ Ｉ１ＤＷ ＋ Ａｔ （７）

γ ＝ Ａ
２ＫＳ（ｈ０ ＋ ｈｆ）

（８）



　 第 ６ 期 聂卫波， 等： 一种沟灌累积入渗量简化计算方法 ８０３　　

式中　 Ａ 为边界效应系数， 根据量纲分析， 可知其单位为 ｃｍ２ ／ ｍｉｎ， 表征单位时间内灌水沟断面水平入渗水

量。 由式（７）和式（８）可知， 若能确定拟合系数 γ 值， 可将复杂的沟灌二维土壤水分运动方程求解， 转化为

较为简单的一维入渗土壤水分运动方程求解， 则可简化该问题的研究。 因此， 本文将重点研究边界效应系数

Ａ 和 γ 与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 入渗水深 ｈ０、 沟底宽 Ｄ、 边坡系数 ＳＳ、 土壤容重 ｒｄ和质地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拟合系数 γ 的确定方法。
１ ２　 数值模拟方程

采用 ＨＹＤＲＵＳ 软件进行沟灌二维和一维垂直土壤入渗过程进行模拟。 对于该软件模拟结果可靠性， 已

在较多文献中得到了证明［１６⁃１８］， 本文不再赘述。 假设土壤为均质且各向同性的多孔介质， 不考虑土壤内部

的空气阻力、 温度以及蒸发对入渗的影响， 沟灌二维入渗土壤水分运动方程可表达为

Ｃ（ｈ） ∂ｈ
∂ｔ

＝ ∂
∂ｘ

Ｋ（ｈ） ∂ｈ
∂ｘ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ｚ
Ｋ（ｈ） ∂ｈ

∂ｚ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Ｋ（ｈ）

∂ｚ
（９）

式中　 ｘ、 ｚ 为平面坐标， 规定 ｚ 向下为正； Ｃ（ｈ）为比水容量， １ ／ ｃｍ。 式（９）定解条件：

图 １　 沟断面示意

Ｆｉｇ １ Ｆｕｒｒｏｗ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初始条件

　 ｈ（ｘ， ｚ， ｔ） ＝ ｈｎ 　 （０ ≤ ｘ ≤ Ｘ， ０ ≤ ｚ ≤ Ｚ， ｔ ＝ ０）
（１０）

式中　 Ｘ、 Ｚ 为模拟计算区域的横向和垂向最大距离， 其中

Ｚ 取 １３５ ｃｍ； 为消除沟灌交汇入渗的影响， Ｘ 取 １００ ｃｍ。
（２） 边界条件　
本文选取中国北方地区最常用的沟灌断面形式， 即梯

形断面， 见图 １。 由图 １ 可知， 灌水沟关于 ＣＤ 所在面对

称， ＡＢ 所在面为相邻灌水沟的对称面， 故只需考虑

ＡＢＣＤＥＦ 区域内的土壤水分运动， 且模拟过程中， 湿润锋

均未到达下边界（ＢＣ 边）和右边界（ＡＢ 边）。 其边界条件可

总结为

ｈ ＝ ｈ０ － Ｈ　 　 　 　 　 　 　 　 　 　 　 ０ ＜ ｔ ＜ ｔ停水 　 　 　 ＤＥ、ＥＧ 边

∂ｈ
∂ｘ

＝ ０ ｔ ＞ ０ ＡＢ 和 ＣＤ 边

－ Ｋ（ｈ） ∂ｈ
∂ｘ

－ Ｋ（ｈ） ∂ｈ
∂ｚ

－ １æ

è
ç

ö

ø
÷ ＝ ０ ｔ ＞ ０ ＧＦ 边

－ Ｋ（ｈ） ∂ｈ
∂ｚ

＋ Ｋ（ｈ） ＝ ０ ｔ ＞ ０ ＦＡ 边

ｈ ＝ ｈｎ ｔ ＞ ０ ＢＣ 边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１１）

式中　 Ｈ 为灌水沟深度， 本文统一取 １５ ｃｍ。 同理， 建立一维垂直入渗土壤水分运动方程， 并给出定解条件，
见下式：

Ｃ（ｈ） ∂ｈ
∂ｔ

＝ ∂
∂ｚ

Ｋ（ｈ） ∂ｈ
∂ｚ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Ｋ（ｈ）

∂ｚ
ｈ（ ｚ，ｔ） ＝ ｈｎ 　 　 　 ０ ≤ ｚ ≤ Ｚ，ｔ ＝ ０
ｈ ＝ ｈａｖｇ ｔ ＞ ０，ｚ ＝ ０
ｈ ＝ ｈｎ ｔ ＞ ０，ｚ ＝ Ｚ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１２）

式中　 ｈａｖｇ为一维垂直入渗水头， ｃｍ。 对于 ｈａｖｇ的取值， 可采用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等［１２］所提方法确定， 公式为

ｈａｖｇ ＝
（ｈ２

０ １ ＋ Ｓ２
Ｓ ＋ ｈ０Ｄ）

Ｗ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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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Ｓ为边坡系数； Ｄ 为沟底宽， ｃｍ。
１ ３　 土壤水力特性参数

土壤水力特性采用 ＶＧ 模型描述， 见式（５）和式（６）， 参数如表 １ 所示， 其中黏壤土和砂壤土为杨凌区

三级阶地和一级阶地土壤， 其参数为室内实测值， 具体测定方法可参见文献［１９］； 其余典型土壤水力特性

参数值取自文献［２０］。
表 １　 ＶＧ 模型土壤水力特性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Ｖ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ｓ

土壤质地
土壤容重

ｒｄ ／ （ｇ·ｃｍ－３）
滞留含水率

θｒ ／ （ｃｍ３·ｃｍ－３）
饱和含水率

θＳ ／ （ｃｍ３·ｃｍ－３）
经验参数
α ／ （ｃｍ－１）

经验参数
ｎ

饱和导水率
ＫＳ ／ （ｃｍ·ｍｉｎ－１）

１ ３０ ０ ０７６ ２ ０ ５０３ ０ ０ ００６ ０ １ ８６４ ７ ０ ０１３ ３
黏壤土∗＃ ［１９］ １ ３５ ０ ０９３ ９ ０ ４８５ ０ ０ ００７ ３ １ ６６４ ７ ０ ０１１ ４

１ ４０ ０ ０９９ ２ ０ ４３３ ０ ０ ０１１ ７ １ ４５４ ４ ０ ００９ ９

１ ４０ ０ ００４ ３ ０ ３７６ ０ ０ ００９ ２ １ ４４８ ３ ０ ０５５ ９
砂壤土∗＃ ［１９］ １ ４５ ０ ００５ ３ ０ ３６０ ０ ０ ００６ ３ １ ７４３ ７ ０ ０２５ ７

１ ５０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３５５ ０ ０ ００６ ７ １ ４５９ ２ ０ ０３０ ８

砂土∗［２０］ — ０ ０４５ ０ ０ ４３０ ０ ０ １４５ ０ ２ ６８０ ０ ０ ４９５ ０
壤土∗［２０］ — ０ ０７８ ０ ０ ４３０ ０ ０ ０３６ ０ １ ５６０ ０ ０ ０１７ ３
粉土∗［２０］ — ０ ０３４ ０ ０ ４６０ ０ ０ ０１６ ０ １ ３７０ ０ ０ ００４ ２

粉壤土∗［２０］ — ０ ０６７ ０ ０ ４５０ ０ ０ ０２０ ０ １ ４１０ ０ ０ ００７ ５
黏壤土＃［２０］ — ０ ０９５ ０ ０ ４１０ ０ ０ ０１９ ０ １ ３１０ ０ ０ ００４ ３
砂壤土＃［２０］ — ０ ０６５ ０ ０ ４１０ ０ ０ ０７５ ０ １ ８９０ ０ ０ ０７４ ０

注：∗为土壤分析样本， ＃为模型验证土壤样本， —代表文献未给出参数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各因素对系数 Ａ 和 γ 的影响

２ １ １　 土壤初始含水率

采用 ＨＹＤＲＵＳ 软件对不同土壤质地条件下的沟灌二维土壤入渗和一维入渗过程进行模拟， 其中沟中入

渗水深 ｈ０ ＝ １０ ５ ｃｍ， 沟底宽 Ｄ＝ ２０ ｃｍ， 边坡系数 ＳＳ ＝ １ ０， 并将其代入式（１３）， 计算得出一维垂直入渗水深

ｈａｖｇ ＝ ７ ３６ ｃｍ。 对于同一土壤质地， 沟灌二维入渗和一维入渗采用相同的模拟时间。 将模拟所得单位长度上

的沟灌累积入渗量和单位面积上的一维累积量等代入式（７）和式（８）， 回归计算得到不同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

条件下的系数 Ａ 和 γ 值， 结果见图 ２。

图 ２　 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对系数 Ａ 和 γ 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ａｎｄ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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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２ 可见， 不同土壤质地条件下， 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对系数 Ａ 和 γ 的影响较小， 其中砂土的最大变幅

为 ４ ８％和 ５ ０％， 粉壤土为 ６ ３％和 ６ １％， 其余土壤质地均小于 ５ ０％。 由此说明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的变化

对沟灌边界效应的影响较小， 同时表明 θ０对沟灌二维和一维垂直入渗土壤累积入渗量的影响较小， 因为 θ０

较大时， 与饱和含水率相比， 土壤所缺水量较小（θＳ－θ０）， 土壤湿润体运动速度较快； 但当 θ０较大时， 土壤

吸力（主要为基质势）下降， 反过来又使湿润体运动速度减慢， 两者共同作用， 使得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对沟

灌边界效应和土壤累积入渗量的影响较小， 这与文献［２１⁃２２］的研究结论一致。 同时， 对式（８）进行分析，
土壤含水率 θ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湿润锋处压力水头 ｈｆ和系数 Ａ 上， 计算过程中发现， 当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

接近饱和时， 才会导致 ｈｆ和 Ａ 值出现较为明显的减小， 但两者趋势基本一致， 使得不同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条

件下拟合系数 γ 的变化幅度较小， 进一步表明上述结论的合理性。
２ １ ２　 入渗水深

模拟过程中设置不同的沟中入渗水深 ｈ０， 并计算得出相应的一维垂直入渗水深 ｈａｖｇ值， 对于同一土壤质

地采用相同的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 沟底宽 Ｄ＝ ２０ ｃｍ 和边坡系数 ＳＳ ＝ １ ０， 模拟结果见图 ３。

图 ３　 入渗水深 ｈ０对系数 Ａ 和 γ 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ａｎｄ γ

由图 ３（ａ）可见， 入渗水深 ｈ０对不同土壤质地条件下边界效应系数 Ａ 的影响较为明显， 均呈现先增大后

减小的趋势， 其中砂土的最大变幅达到 ２４ １％， 粉土为 １５ １％， 其余土壤最大变幅也均超过 １０ ０％， 表明

入渗水深 ｈ０的变化对沟灌边界效应的影响较大， 因为入渗水深增大时， 增加了土壤入渗过程中的压力势，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重力势， 使得沟灌二维入渗和一维垂直入渗的累积入渗量有所增大； 同时由式

（７）可知， 系数 Ａ 还受到沟灌湿周 Ｗ 的影响， 分析模拟条件下湿周的增幅， 其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综

合上述 ２ 方面原因， 故导致系数 Ａ 随入渗水深 ｈ０的增大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 由图 ３（ｂ）可见， 入渗水

深 ｈ０对不同土壤条件下的系数 γ 影响非常显著， 其中砂土的最大变幅达到 ４０ ５％， 粉土为 ３６ ３％， 其余土

壤最大变幅也均超过 ２０ ０％， 因为同一土壤质地和容重条件下， 饱和导水率 ＫＳ为恒定值， 且初始含水率 θ０

相同， 湿润锋处压力水头 ｈｆ也为恒定值， 结合式（８）可知， 随着入渗水深 ｈ０的增大， ｈ０＋ｈｆ显著增大， 其变幅

大于系数 Ａ 的变化幅度， 故导致系数 γ 随入渗水深 ｈ０的增大呈现显著的减小趋势。
２ １ ３　 沟底宽

模拟过程中设置不同的沟底宽 Ｄ， 对于同一土壤质地， 采用相同的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 入渗水深 ｈ０ ＝
１０ ５ ｃｍ 和边坡系数 ＳＳ ＝ １ ０， 并计算得出相应的一维垂直入渗水深 ｈａｖｇ值， 模拟结果见图 ４。

由图 ４ 可见， 不同土壤质地条件下， 沟底宽 Ｄ 的变化对系数 Ａ 和 γ 的影响微小， 其中砂土的最大变幅

为 ４ ７％和 ４ ８％， 其余土壤质地均小于 ４ ０％， 由此说明沟底宽 Ｄ 的变化对沟灌边界效应的影响较小。 因为

沟灌其他条件相同时， 虽然沟底宽 Ｄ 的增大， 使得湿周 Ｗ 增大， 导致单位长度上的沟灌累积入渗量有着明

显增加， 这与文献［６， ２２］的研究结论一致； 但从入渗机理分析， 沟底宽 Ｄ 的增大对入渗过程中总水势的变

化并无明显影响， 所增加的累积入渗量主要由其增大导致湿周 Ｗ 增大引起的； 结合式（７）可知， 等式右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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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已考虑了湿周 Ｗ 变化对入渗量的影响， 且通过计算分析发现， 本文模拟中由沟底宽 Ｄ 增大引起的湿周

Ｗ 增幅与沟灌累积入渗量的增幅趋势一致， 呈较好的线性关系（决定系数 Ｒ２ ＝ ０ ９７９ ０）， 故导致沟底宽 Ｄ 的

变化对系数 Ａ 的影响微小。 由式（８）可知， 对于同一土壤质地， 采用相同的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和入渗水深

ｈ０， 且土壤饱和导水率 ＫＳ为定值， 则系数 γ 与 Ａ 的变化趋势相同， 由此说明沟底宽 Ｄ 变化对系数 γ 的影响

同样微小。

图 ４　 沟底宽 Ｄ 对系数 Ａ 和 γ 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ｔｔｏｍ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ａｎｄ γ

２ １ ４　 边坡系数

模拟过程中设置不同的灌水沟边坡系数 ＳＳ， 对于同一土壤质地， 采用相同的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 入渗

水深 ｈ０ ＝ １０ ５ ｃｍ 和沟底宽 Ｄ＝ ２０ ｃｍ， 并计算得出相应的一维垂直入渗水深 ｈａｖｇ值， 模拟结果见图 ５。

图 ５　 边坡系数 ＳＳ对系数 Ａ 和 γ 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ａｎｄ γ

由图 ５ 可见， 不同质地条件下， 灌水沟边坡系数 ＳＳ的变化对系数 Ａ 和 γ 的影响微小， 其中粉土的最大变

幅为 ５ ８％和 ６ ５％， 其余土壤质地均小于 ５ ０％， 由此说明边坡系数 ＳＳ的变化对沟灌边界效应的影响较小。
因为边坡系数 ＳＳ的增大对沟灌入渗过程中总水势的变化并无明显影响， 所增加的沟灌累积入渗量， 主要由

边坡系数 ＳＳ的增大导致湿周 Ｗ 增大所引起； 对于采用式（１３）计算的一维垂直入渗水深 ｈａｖｇ值， 虽然随着边

坡系数 ＳＳ的增大呈现下降趋势， 但下降幅度较小（最大为 １１ ０％）， 对入渗过程中的总水势影响较小， 可忽

略其对单位面积上一维累积入渗量的影响； 其余分析与沟底宽 Ｄ 变化对边界效应影响的原因分析一致， 结

果表明边坡系数 ＳＳ变化对边界效应系数 Ａ 和拟合系数 γ 的影响微小， 这与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等［１２］的研究结论一致。
２ １ ５　 土壤容重、 质地

对于同一土壤质地， 模拟过程中采用相同的土壤初始含水率 θ０、 沟底宽 Ｄ ＝ ２０ ｃｍ 和边坡系数 ＳＳ ＝ １ ０，
同时设置不同的入渗水深 ｈ０， 并计算得出相应的一维垂直入渗水深 ｈａｖｇ值， 模拟结果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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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土壤容重 ｒｄ对系数 Ａ 和 γ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 ａｎｄ γ

土壤
质地

土壤容重
ｒｄ ／ （ｇ·ｃｍ－３）

边界效应系数 Ａ ／ （ｃｍ２·ｍｉｎ－１） 拟合系数 γ
ｈ０ ＝ ２ ５ ｃｍ ｈ０ ＝ １０ ５ ｃｍ ｈ０ ＝ １４ ５ ｃｍ ｈ０ ＝ ２ ５ ｃｍ ｈ０ ＝ １０ ５ ｃｍ ｈ０ ＝ １４ ５ ｃｍ

１ ３０ ０ ８０１ ０ ８７５ ０ ７２１ ０ ５０６ ０ ４６２ ０ ３６０

黏壤土
１ ３５ ０ ５１７ ０ ５４４ ０ ４４６ ０ ５３３ ０ ４７２ ０ ３５８
１ ４０ ０ ２２４ ０ ２３３ ０ １８６ ０ ５４４ ０ ４８９ ０ ３５５
均值 ０ ５１４ ０ ５５０ ０ ４５１ ０ ５２８ ０ ４７４ ０ ３５８

１ ４０ １ ３２０ １ ４７５ １ ２５２ ０ ４８５ ０ ３９６ ０ ３１１

砂壤土
１ ４５ １ ２５８ １ ４１０ １ １９９ ０ ４９２ ０ ４４５ ０ ３５５
１ ５０ １ ０３２ １ ０６６ ０ ９１６ ０ ５１２ ０ ４２５ ０ ３３３
均值 １ ２０３ １ ３１７ １ １２２ ０ ４９６ ０ ４２２ ０ ３３３

　 　 由表 ２ 可知， 相同土壤质地和入渗水深 ｈ０条件下， 土壤容重 ｒｄ的变化对边界效应系数 Ａ 的影响显著， 其中

黏壤土的最大变幅为 ５９ ９％， 砂壤土为 １９ １％， 由此说明土壤容重 ｒｄ的变化对沟灌边界效应影响显著。 因为沟

灌其他条件相同时， 土壤容重 ｒｄ愈大土壤愈密实， 土壤大孔隙数量减少， 导水率降低， 使得土壤累积入渗量减

小， 故导致系数 Ａ 随土壤容重 ｒｄ的增大呈现较为明显的减小趋势。 同时由表 ２ 可知， 土壤容重 ｒｄ的变化对系数

γ 的影响较小， 其中黏壤土的最大变幅为 ４ ２％， 砂壤土为 ６ ６％。 由式（４）—式（６）可知， 土壤容重 ｒｄ的变化所

引起的土壤水力特性参数变动， 主要体现在土壤饱和导水率 ＫＳ和湿润锋处压力水头 ｈｆ的变化， 结合式（８）， 计

算过程中发现 ＫＳ（ｈ０＋ｈｆ）与系数 Ａ 的变化趋势一致， 故导致土壤容重 ｒｄ的变化对系数 γ 的影响较小。
由图 ２—图 ５， 并结合表 ２ 可知，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基础上， 土壤质地的变化对沟灌边界效应的影响很

大， 因为土壤质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土壤水力特性参数的变化， 而该参数在积水入渗下对土壤累积入渗量有

着决定性作用， 表明土壤质地的变化对边界效应系数 Ａ 有着显著影响。 同时， 土壤质地的变化对拟合系数 γ
的影响相对较小， 原因与土壤容重 ｒｄ的变化对其影响的分析一致。
２ ２　 系数 γ 的确定

由上文分析可知， 沟灌边界效应受土壤质地、 容重和入渗水深的影响显著， 但在实际工程中土壤质地、
容重存在变异性， 若建立边界效应系数 Ａ 与主要影响因素间的联系， 则必须分类考虑，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但上述分析同时表明， 系数 γ 主要与入渗水深的变化有关， 建立两者之间的量化关系，
有助于简化问题的研究。 对表 １ 中 １０ 组土壤分析样本在 ６ 个入渗水深水平下的模拟结果进行分析， 共 ６０ 组

数据， 发现系数 γ 与入渗水深 ｈ０呈线性关系， 即

γ ＝ － ０ ０１８ ７ｈ０ ＋ ０ ６１４ １　 　 　 　 　 Ｒ２ ＝ ０ ８０２ ６ （１４）

图 ６　 系数 γ 估算值与计算值比较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γ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为检验式（１４）估算系数 γ 的可靠性， 将其估算值与式（８）计算值进行对比， 其结果见图 ６。 由图 ６ 可见，
采用式（１４）估算的 γ 值与采用式（８）计算值二者接近， 其值均匀地分布在直线 １ ∶ １ 两侧， 其中两者最大误

差为 １４ ３％， 但绝大多数误差控制在 ７ ０％以内， 其所有

计算点的误差绝对值均值为 ７ ０％。 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式

（１４）的估算值和式（８）的计算值进行显著性检验， 其结果

显示二者无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指标 Ｓｉｇ ＝ ０ ９３４＞０ ０５），
且相关度高达 ０ ８９６。 由此表明， 采用式（１４）估算系数 γ
值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其计算方法也较为简便。
２ ３　 模型验证

将式（１４）代入式（７）， 可得沟灌累积入渗量的简化计

算模型：
Ｉ２Ｄ ＝ Ｉ１ＤＷ ＋ （ － ０ ０３７ ４ｈ０ ＋ １ ２２８ ２）（ｈ０ ＋ ｈｆ）ＫＳ ｔ （１５）

为进一步检验式（１４）估算系数 γ 值和式（１５）的可靠

性， 选取文献［１９⁃２０］中的黏壤土和砂壤土对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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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过程中采用统一的沟断面， 其中沟底宽 ２０ ｃｍ， 沟深 １５ ｃｍ， 边坡系数为 １ ０， 其余土壤水力特性参数值

见表 １。 对于文献［１９］中黏壤土和砂壤土不同入渗水深下的沟灌累积入渗量采用实测值， 而一维垂直入渗由

于没有相应入渗水深的实测数据， 故采用 ＨＹＤＲＵＳ 软件进行模拟； 文献［２０］中黏壤土和砂壤土均采用

ＨＹＤＲＵＳ 软件对沟灌二维和一维垂直土壤入渗过程进行模拟， 模拟过程中沟中入渗水深分别采用 ０ ｃｍ、 ５ ｃｍ
和 １０ ｃｍ， 并采用式（１３）计算， 得出一维垂直入渗水深分别为 ０ ｃｍ、 ３ ９６ ｃｍ 和 ７ ０７ ｃｍ。 采用式（１４）计算不

同入渗水头下的系数 γ 值， 并将模拟所得一维垂直入渗量等代入式（１５）， 计算得出不同入渗时间下沟灌二

维土壤累积入渗量， 其计算值与实测值和 ＨＹＤＲＵＳ 软件模拟值比较见图 ７。

图 ７　 沟灌累积入渗量计算值与实测值和模拟值比较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由图 ７ 可见， 沟灌累积入渗量计算值与实测值和模拟值均具有高的一致性， 其中文献［１９］黏壤土和砂壤土

在不同初始条件下， 不同入渗时间累积入渗量计算值和实测值之间相对误差绝对值均值分别为 ６ ２％和 ３ ７％
（分别为图 ７（ａ）４ 种处理和图 ７（ｂ）２ 种处理均值）； 文献［２０］黏壤土和砂壤土在入渗水深为 ０ ｃｍ、 ５ ｃｍ 和１０ ｃｍ
条件下， 不同入渗时间累积入渗量计算值和模拟值之间相对误差绝对值均值分别为 ９ ０％、 ７ ０％和 ５ １％以及

６ １％、 ３ １％和 ５ ８％； 同时发现， 在入渗初始阶段， 计算值与实测值和模拟值之间的误差相对较大， 但随着入

渗时间的增加， 其误差将显著减小， 这与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等［１２］的研究结论一致。 但对于整个入渗过程而言， 考虑入渗

水深对系数 γ 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估算的沟灌累积入渗量， 其精度高于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等［１２］建议 γ 取恒定值 ０ ８５ 估

算结果的 ４５ ２％（图 ７ 中黏壤土和砂壤土所有验证组合下均值）。 由此表明， 采用式（１４）估算系数 γ 值可靠， 且

考虑入渗水深对其影响， 能较为显著地提高模型对沟灌累积入渗量的预测精度。

３　 结　 　 论

（１） 分析了不同因素对沟灌边界效应系数 Ａ 和拟合系数 γ 的影响。 结果表明土壤初始含水率、 沟底宽

和边坡系数对系数 Ａ 的影响较小， 可忽略该因素对沟灌边界效应的影响， 而入渗水深、 土壤质地和容重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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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Ａ 的影响显著， 必须充分考虑其对沟灌边界效应的影响； 系数 γ 主要与入渗水深的变化有关， 随入渗水深

的增大呈现减小趋势， 但对土壤质地、 容重、 初始含水率、 沟底宽和边坡系数等因素变化的敏感性较低， 可

忽略其影响。
（２） 建立了估算系数 γ 的计算式， 提高模型对沟灌累积入渗量的预测精度。 选取文献资料中黏壤土和

砂壤土对其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不同入渗时间内沟灌累积入渗量计算值与实测值和 ＨＹＤＲＵＳ 软件模拟值具

有高的一致性， 两者相对误差绝对值均值均低于 １０ ０％。 由此表明， 采用文中方法估算系数 γ 值可靠， 能较

为显著地提高模型对沟灌累积入渗量的预测精度。
本文研究过程中， 未考虑沟间距对沟灌边界效应和系数 γ 的影响， 由于沟灌交汇入渗具有一定的减渗作

用， 可能会对其造成一定影响； 同时， 对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断面形式的沟灌累积入渗量计

算， 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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