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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寻全吸力范围内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可靠测定方法， 采用沙箱排水法、 Ｈｙｐｒｏｐ 仪蒸发法、 压力膜仪排

水法和露点水势仪蒸发法分吸力段测定盐亭紫色土耕地表层 ２～７ ｃｍ 和亚表层 ７～１２ ｃｍ 土壤的水分特征曲线， 对比

测定结果的方法间差异， 并分析其原因。 结果表明： 对于表层和亚表层土壤， 低吸力段（ｈ ＞－１００ ｃｍ）水分特征曲

线的沙箱法和 Ｈｙｐｒｏｐ 仪法的均方根误差 ＥＲＭＳ（ θ）均较小， 在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８２ ｃｍ３ ／ ｃｍ３ 范围内， 确定系数 Ｒ２ 均大于

０ ９６２， 说明这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差异不大。 高吸力段（ｈ＜－３３０ ｃｍ）的压力膜仪法与露点仪法测定结果之间的

差异较大， ＥＲＭＳ（θ）为 ０ ０６２～０ ０９７ ｃｍ３ ／ ｃｍ３， Ｒ２较低， 为 ０ ７７５～０ ９５２。 因此， 全吸力范围内水分特征曲线测定方

法的选择与组合应考虑土壤孔径分布特征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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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也称土壤 ｐＦ 曲线， 主要用于表征土壤水的能量与数量之间的关系， 是描述及研究

水在包气带和地下饱和蓄水层土壤中运移的关键资料［１］， 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土壤水分运动和溶质运移的预

测精度［２⁃３］。 该曲线是评价土壤持水特性、 土壤水分有效性和土壤中孔隙大小分布状况的重要依据［４］。
近几十年来， 国内外许多学者针对不同土壤与使用目的， 致力于多种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测定方法的建立

与测定设备的研制。 目前， 实验室内测定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方法主要有沙箱法［５］、 张力计法［６］、 离心

法［７］、 压力膜仪法［８］和露点水势仪法［９］等。 沙箱法能较为真实、 准确地测定低吸力段土壤持水量的变化情

况， 其测定范围为 ０～ －１００ ｃｍ。 Ｈｙｐｒｏｐ 仪为张力计法的一种商业化产品， 其特点为系统可以连续自动地监

测土壤吸力与含水量， 因此， 可得到大量数据对低吸力范围的水分特征曲线进行表征， 其水势测定范围宽于

沙箱法， 为 ０～ －８８０ ｃｍ。 离心法操作简单， 耗时少， 但是测量过程中土壤密度、 离心时间、 测量误差对其

结果影响较大［７］。 压力膜仪法测量过程中不改变土壤容重， 测定结果较为符合田间排水实际， 但耗时较

长［８］， 且难以准确测定低压力下（ ＜ ０ ０１ ＭＰａ） 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情况。 露点水势仪（Ｄｅｗ⁃ｐｏｉ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ｔｅｒ）是目前测量土壤水势最快的仪器， 在 ５ ｍｉｎ 之后显示屏直接给出读数。 它的水势测定范围为 ０ ～ ３００
ＭＰａ（ｐＦ 值为 ６ ５）， 其中 ０～５ ＭＰａ（ｐＦ 值 为 ４ ７）范围内的精度是±０ ０５ ＭＰａ（ｐＦ 值为 ２ ７）， ５～３００ ＭＰａ 范

围内的精度是±１％。
这些方法有各自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 等［１０］ 在仅利用压力膜仪测定水分特征曲线时， 发

现存在低压力段数据点较少、 不能精确反映其持水特征的问题。 王晓蕾等［１１］ 利用 Ｈｙｐｒｏｐ 系统测定土壤水分

特征曲线， 获取了低吸力范围内的大量数据， 但不能测定高吸力段的水分特征曲线。 针对这一问题， 彭紫赟

等［１２］联合采用 Ｈｙｐｒｏｐ 系统与离心法测定全吸力范围内的水分特征曲线， 克服了 Ｈｙｐｒｏｐ 系统不能测定高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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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土壤水分特征曲线以及离心机法低吸力范围内测定精度较差的缺点。 本文在前期研究中联合采用沙箱和

压力膜仪法测定全吸力段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阐明了低吸力段数据对紫色土水分特征曲线及模型拟合结果

产生的重要影响［１３］。 Ｓｏｌｏｎｅ 等［１４］对比采用了不同方法组合（沙箱法、 压力膜仪法和露点水势仪法）， 发现所

获得的水分特征曲线测定结果并不一致， 因此， 对水力学参数拟合估算和模型模拟的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针对现有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测定方法各自存在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差异， 本文采用沙箱、 压力膜仪、

Ｈｙｐｒｏｐ 仪和露点水势仪， 对盐亭紫色土耕地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进行测定， 比较不同方法组合（水力学排干法

组合与热力学蒸发法组合）测定结果的差异并加以解释。 同时， 采用露点水势仪测定土壤的干化与湿化法水

分特征曲线， 查明滞后现象。 此外， 还考查了生物炭施用对于水分特征曲线的方法间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并

分析其原因。 本文针对紫色土孔隙的两极分布及大、 中孔隙丰富的特点， 推荐可靠、 合适的测定方法及其组

合， 并对实验结果所反映田间物理意义给出科学解释。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中国科学院盐亭紫色土农业生态试验站位于四川盆地中北部的盐亭县林山乡（１０５°２７′Ｅ， ３１°１６′Ｎ），
海拔 ４００ ～ ６００ ｍ， 属中丘⁃深丘地貌， 林地植被为桤柏混交林和散生乔木为主， 农作物以玉米、 小麦、 油

菜和水稻为主。 土壤以石灰性紫色土和水稻土为主， 中亚热带气候， 年均气温 １７ ３ ℃ ， 年均降雨量

８２６ ｍｍ［１５］ 。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试验材料

试验土样采自盐亭紫色土农业生态试验站内养分场 ３ 个未施用生物炭的对照耕地小区（ＮＰＫ）和施用生物

炭的 ３ 个耕地小区（ＮＰＫ⁃ＢＣ）， 后者施炭量为 １６ ｔ ／ ｈｍ２。 小区布置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每一处理设置 ３ 个平

行， 小区面积为 ４ ｍ×６ ｍ＝ ２４ ｍ２。 试验小区均采用小麦⁃玉米轮作［１６］。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在每个试验小区内， 先用小铲清理、 平整地表， 用环刀采样器（荷兰 Ｅｉｊｋｅｌｋａｍｐ 公司， 型

号 ０７ ５３ ＳＥ）分 ２～７ ｃｍ 和 ７～１２ ｃｍ 两个土层深度， 每层取体积为 １００ ｃｍ３（高 ５ ｃｍ， 内径 ５ ｃｍ）和 ２５０ ｃｍ３（高
５ ｃｍ， 内径 ８ ｃｍ）原状环刀土样各 １ 个， 共计 ２４ 个样品带回实验室 ４ ℃冷藏待用。 采用沙箱⁃压力膜仪（美国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 公司）排干法测定 １００ ｃｍ３环刀土样的水分特征曲线， 而 ２５０ ｃｍ３环刀土样则采用

Ｈｙｐｒｏｐ 仪（德国 ＵＭＳ 公司）、 露点水势仪（美国 Ｄｅｃａｇｏｎ 公司； 型号 ＷＰ４Ｃ）蒸发法测定其水分特征曲线。 在

环刀土样采样点附近， 同时分层取适量分散土样带回实验室， 自然风干， 用于测定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并采

用露点水势仪测定土壤的干化和湿化水分特征曲线以考查滞后现象。
１ ２ ２　 试验设备及方法

试验所需的设备主要有自制沙箱、 压力膜仪、 Ｈｙｐｒｏｐ 仪和露点水势仪。 沙箱的装置主要包括吸力校准

架、 带支架的供水瓶、 滤布（１４０～１５０ μｍ）、 不锈钢容器、 粒径为 ３０ ～ ７３ μｍ 的石英沙等。 压力膜仪则由压

力室、 高进气陶土板、 压力表和控制阀门组成。 Ｈｙｐｒｏｐ 仪包括 ３ 个 Ｈｙｐｒｏｐ 组件及 １ 台电子天平。 １ 个

Ｈｙｐｒｏｐ 组件包括 １ 个传感器单元（测量土壤水势、 温度）和 １ 个土壤样品环。 传感器单元通过 ｔｅｎｓｉｏｎＬＩＮＫ 串

口线连接到计算机上以实现土壤水势数据的连续采集。 间隔特定时间对每个带样品环刀的传感器进行称重，
称重数据通过 ＵＳＢ 端口传输到计算机上。 露点水势仪由主机、 Ｐｅｌｔｉｅｒ 温度控制器、 热电偶传感器、 内置风

扇和 ＬＥＤ 显示屏组成， 采用冷镜露点技术来测量样品的水势。 当样品与密封的气室顶部空间达到平衡时，
样品室内空气的水势和样品的水势相同。 冷镜的温度由 Ｐｅｌｔｉｅｒ 精确控制， 连接于镜子上的热电偶记录凝结

发生时的温度， 最后 ＬＥＤ 将显示样品的水势和温度。
沙箱和 Ｈｙｐｒｏｐ 仪通常用于测定低吸力段的水分特征曲线， 而压力膜仪和露点水势仪则用于高吸力段水

分特征曲线的测定， 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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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Ｈｙｐｒｏｐ 仪蒸发法

Ｈｙｐｒｏｐ 仪在自然蒸发条件下， 利用插入环刀土样内 ２ 个不同深度（１ ２５ ｃｍ 和 ３ ７５ ｃｍ）的微型张力计测得

图 １　 实验室测定水分特征曲线的

４ 种方法及其常用测定范围

Ｆｉｇ １ Ｆｏｕ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ａｎｇ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土样的水势， 同时由天平测得土壤重量， 进而采用

ＨＹＰＲＯＰ 软件（德国 ＵＭＳ 公司， ２０１３）计算获得干化法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及模型参数。 假定土壤含水量及水势

在垂向上呈线性分布［１７］， 因而取 ２ 个深度负压的算术平

均值为土壤样品测定时的水势。 其具体操作步骤为：
① 逆向饱和原状环刀土样（２５０ ｃｍ３， ５ ｃｍ 高）１２～２４

ｈ。 在饱和的环刀土样底部， 利用配套工具挖出 ２ 个与张

力计高度相匹配的孔洞， 并注满水。
② 将张力计安装到传感器单元上， 之后将饱和后的

环刀土样放置于传感器单元上。
③ 将传感器单元及天平的数据线与计算机连接， 开

始监测环刀土样的负压及质量变化。 实验过程中， 土样

上表面自然裸露在空气中， 在自然蒸发条件下进行测量（保持室内温度恒定， 无外来风干扰）。
④ 实时观察土壤水势数据， 当水势达到峰值（一般为-８００ ｃｍ）并开始下降时， 结束 Ｈｙｐｒｏｐ 仪蒸发法测

定实验。 完成该实验一般需要 ８～１２ ｄ。
⑤ 取出环刀土样放置在烘箱内， 在 １０５ ℃下烘干 ８～１２ ｈ 至恒重， 称重获得干土质量及容重。
（２） 沙箱排干法　 　
沙箱法［５］的原理是饱和环刀土样在由悬挂水柱产生的一系列低负压（-２ ５ ｃｍ、 -１０ ｃｍ、 -３１ ６ ｃｍ、

-６３ １ ｃｍ和-１００ ｃｍ）条件下通过水力学排水使环刀土样含水量达到平衡后称重， 测得低吸力段的干化法水分

特征曲线。 其具体操作步骤见文献［１３］。
（３） 压力膜仪排干法

压力膜仪法是通过施加外来压力使水分从土壤中流出， 从而获得不同压力下的土壤含水量。 在沙箱内完

成低吸力段的测定后， 接着采用压力膜仪测定高吸力段（-３３０ ｃｍ、 -５００ ｃｍ、 -１ ０００ ｃｍ、 -５ ０００ ｃｍ 和-１５ ３００
ｃｍ）的干化水分特征曲线。 具体步骤见文献［１３］。

联合沙箱和压力膜仪所测得的实验数据， 即可获得全吸力段完整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４） 露点水势仪法

露点水势仪采用冷镜露点技术， 通过测量封闭样品室中空气的露点温度， 然后根据内部函数计算样品水

势， 采用天平称量所得的样品重量， 从而获取某个特定时刻的土壤水势和含水量的数据。
为获得干化法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取适量风干土（过 ２ ｍｍ 筛， 约 ３ ｇ）用水饱和后静置 ４～５ ｈ， 转移至不

锈钢样品杯（直径 ４ ｃｍ， 高 １ ｃｍ）中（均匀铺满杯底）， 并用不锈钢小勺子不断混合土壤， 保证所有土壤均处

于同一水分条件下。 当土壤含水量经自然蒸发（室温 ２５ ℃， 无外来风干扰）接近预定值时， 测量水势， 并用

天平称量样品在该水势时的质量。 在相同时间间隔内多次测量， 直至样品含水量极低（达到风干土状态， ｐＦ
值约为 ６ ０）时停止实验。 每个土样设 ３ 次重复。

为获得湿化法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取等量风干土（过 ２ ｍｍ 筛， 约 ３ ｇ）置于不锈钢样品杯中， 均匀铺满

杯底。 利用小型喷雾器将一定质量的去离子水喷洒于土壤中， 并用小勺子不断混合土壤， 得到特定的土壤含

水量。 采用露点水势仪和天平测量获得土壤水势和土壤质量， 从而得到土壤湿化水分特征曲线。 每个土样设

３ 次重复。
试验结束后， 将土样放置于烘箱内， 在 １０５ ℃下烘干 ６ ～ ８ ｈ 至恒重， 称重获得干土质量。 取 Ｈｙｐｒｏｐ 仪

蒸发法试验所用环刀土样的平均容重为其土壤容重， 将土壤质量含水量转化为体积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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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文应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８ 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图表绘制。 采用均方根误差（ＥＲＭＳ）和确定系数（Ｒ２）比较沙箱和

Ｈｙｐｒｏｐ 仪、 压力膜仪和露点水势仪在某一水势测点所测得的土壤含水量（通过对各种方法的实测值进行模型

拟合， 获得水分特征曲线方程， 进而计算获得不同方法在各水势点的土壤含水量）的差异， ＥＲＭＳ值越小表示

两种测定方法结果差异越小， 而 Ｒ２值越小则表示两者差异越大。 两指标的表达式分别为：

ＥＲＭＳ ＝ １
Ｎ∑

Ｎ

ｉ ＝ １
（θｐ － θｏ） ２ （１）

Ｒ２ ＝
∑
Ｎ

ｉ ＝ １
（θｐ － θｐ）（θｏ － θｏ）

∑
Ｎ

ｉ ＝ １
（θｐ － θｐ） ２∑

Ｎ

ｉ ＝ １
（θｏ － θｏ）

２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２）

式中： θｐ 和 θｏ 分别为不同吸力条件下采用方法 ｐ 和方法 ｏ 所测得的土壤体积含水量， ｃｍ３ ／ ｃｍ３； θｐ和θｏ分别

为某吸力范围内采用方法 ｐ 和方法 ｏ 所测得的平均土壤体积含水量， ｃｍ３ ／ ｃｍ３； Ｎ 为土壤体积含水量的测点

个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环刀土壤样品的基本理化性质

耕地试验小区紫色土属于壤质新成土， 其机械组成为砂粒（０ ０５ ~２ ｍｍ）（２０±１ ３）％、 粉粒（０ ００２ ~０ ０５
ｍｍ）（５２ ± ６ ２）％、 黏粒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 ｍｍ） （２８ ± ６ ６）％。 表层 ２ ～ ７ ｃｍ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为 １２ ４６ ～
１６ ９２ ｇ ／ ｋｇ， 亚表层 ７～１２ ｃｍ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略低， 为 ９ ７７～１２ ３３ ｇ ／ ｋｇ［１６］。

两种体积（１００ ｃｍ３和 ２５０ ｃｍ３）的环刀样品的土壤容重、 总孔隙度（根据土壤容重和颗粒密度计算得到）及经

水饱和处理后测得的初始水饱和度如表 １ 所示。 两种体积供试土样的容重和总孔隙度差异很小， 说明环刀取样

尺寸大小对土壤孔隙结构的代表性影响不显著（Ｐ＞０ ０５）。 所有环刀土样的初始水饱和度均大于 ８１％， 说明所有

土样总体饱和度较高， 尽管在测定开始时刻部分大孔隙中的水已因重力排空或土体内少量小孔隙（如死孔）内的

气体在饱和过程中无法被水完全驱替， 但土壤中的大部分孔隙均被水所充满。 生物炭小区表层土壤的初始饱和

度明显高于对照小区， 说明生物炭的施用能改变孔隙结构， 减少易排空的大孔隙重力水的含量。

表 １　 沙箱排水法和 Ｈｙｐｒｏｐ 仪蒸发法所测环刀土样的容重、总孔隙度

及经饱和处理后所达的初始水饱和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ｔｏｔａｌ ｐｏｒｏ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ｎｄｂｏ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ｙｐｒ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

方法 土层 ／ ｃｍ 小区 容重 ／ （ｇ·ｃｍ－３） 总孔隙度 初始水饱和度 ／ ％

沙箱排水法
（１００ ｃｍ３）

Ｈｙｐｒｏｐ 仪蒸发法
（２５０ ｃｍ３）

２～７ ＮＰＫ １ １５±０ １３ ０ ５６±０ ０５ ９２±２

ＮＰＫ⁃ＢＣ １ １２±０ ０４ ０ ５８±０ ０１ ９９±１

７～１２ ＮＰＫ １ ４１±０ ０７ ０ ４７±０ ０３ ９９±１

ＮＰＫ⁃ＢＣ １ ３８±０ ０５ ０ ４９±０ ０６ ９８±１

２～７ ＮＰＫ １ １５±０ ０４ ０ ５６±０ ０１ ８１±５

ＮＰＫ⁃ＢＣ １ １４±０ ０８ ０ ５７±０ ０３ ９３±４

７～１２ ＮＰＫ １ ４０±０ １１ ０ ４８±０ ０４ ８６±７

ＮＰＫ⁃ＢＣ １ ３４±０ ０４ ０ ５０±０ ０２ ９６±３
注： ＮＰＫ 为对照小区土壤； ＮＰＫ⁃ＢＣ 为生物炭小区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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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不同方法所测得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比较分析

图 ２ 给出了沙箱、 压力膜仪、 Ｈｙｐｒｏｐ 仪和露点水势仪等 ４ 种方法测得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在全吸力范围

（０～ -３×１０６ ｃｍ）内， 联用沙箱⁃压力膜仪测得的表层和亚表层土壤的水分特征曲线均位于 Ｈｙｐｒｏｐ 仪⁃露点水势仪

联用所测得的曲线的上方（图 ２（ｄ）除外）， 说明在同一吸力条件下由水力学排干法（沙箱⁃压力膜仪联用）得到的

土壤含水量值均大于热力学蒸发法（Ｈｙｐｒｏｐ 仪⁃露点水势仪联用）的测定值。 有报道认为， 这种方法间的差异可

能是因为土壤收缩导致土样与压力板间接触不紧密［９］或土壤胶体进入压力板中堵塞导水通道［１０］， 无法形成有

效的排水通道， 水分难以排出［１８］。 Ｇｅｅ 等［１９］则研究发现， 当对土样施加 １５ ３００ ｃｍ 外压力时， 即使水分已经停

止出流 ２ 周， 土体内分散的 “孤立” 微区内孔隙压力也可能尚未达到 １５ ３００ ｃｍ 压力。
这种差异的大小及其形成原因应与土壤本身的性质， 特别是机械组成、 孔隙结构、 孔径分布特征有关。

最近的研究表明， 作为一种新成土， 紫色土岩性强， 孔径呈两极化分布： 一方面， 半径＜０ １ mｍ 的微孔丰富

（＞０ ２０ ｃｍ３ ／ ｃｍ３）； 另一方面， 泥岩、 砂岩在风化成土过程中形成的大孔隙非常丰富， 且空间分布的异质性

强， 并成为土壤的主要导水孔隙（贡献率超过 ８７ ９％） ［２０］。

图 ２　 不同方法测得的不同处理与深度土壤水分特征（干化）曲线的比较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ｒ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ｐｅｒ ｐｌｏ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本研究采用均方根误差 ＥＲＭＳ（θ）和确定系数 Ｒ２来衡量不同方法所测得的土壤含水量值的差异（表 ２）。 由

沙箱排干法和 Ｈｙｐｒｏｐ 仪蒸发法测得的表层和亚表层土壤的水分特征曲线的 ＥＲＭＳ（θ）较小， 为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８２
ｃｍ３ ／ ｃｍ３， 且 Ｒ２值较大， 超过 ０ ９６２， 说明此两种方法在低吸力段（ｈ ＞-１００ ｃｍ）的测定结果差异较小。 值得

一提的是， 沙箱法比 Ｈｙｐｒｏｐ 仪在方法上更准确地测定低吸力近饱和段（ｈ ＞-１０ ｃｍ）大孔隙的持水特征。 对于

压力膜仪排干法与露点水势仪蒸发法而言， 表层和亚表层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 ＥＲＭＳ（ θ）较大， 在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９７ ｃｍ３ ／ ｃｍ３范围内， 且 Ｒ２值较低， 为 ０ ７７５～０ ９５２。 由此可见， 这两种方法在高吸力段的测定结果差异

较大。 究其原因可能是： 土壤大孔隙中的水主要为重力水， 在低吸力条件下（ ｈ ＞-１００ ｃｍ）， 这部分重力

水可能在饱和处理完成后把环刀土样从水中取出的瞬间就因重力作用而从大孔隙中排出［２１］ ， 而且， 大部

分大、 中孔隙中的水分在吸力达-１００ ｃｍ 时能全部排空。 故而沙箱和 Ｈｙｐｒｏｐ 仪测得的土壤含水量的差异

总体较小， 水力学排水是低吸力段土壤主要的失水方式， 与蒸发法测得的结果较接近。 对于高吸力段（ ｈ
＞-３３０ ｃｍ， 田间持水量）， 吸力-３３０ ｃｍ和-５００ ｃｍ 下达到平衡（指压力膜仪中的土样不再出流排水）所需

时间约为 ５ ｄ， 吸力-１ ０００ ｃｍ和-５ ０００ ｃｍ则需 １０ ｄ， 吸力-１５ ３００ ｃｍ 所需时间最长， 为 １５ ～ ２０ ｄ。 即使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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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样已经平衡很长时间（１５ ～ ２５ ｄ）， 由于连接相邻基质微区的大、 中孔隙多已排空， 使相当大体积的水

“孤立地” 滞留在微区基质的小、 微孔隙中， 即使施加再大的压力， 水分也难以从中排出。 这种排水方式

类似于野外亚表层土壤的水力学排水， 而受蒸发的影响较小。 露点水势仪却能测定水力学联系被隔断的

“孤立” 微区通过自然蒸发与毛细管作用而发生的进一步失水干化过程， 这与表层土壤在田间干旱条件下

的自然蒸发干化过程相似。 因此， 对于孔隙大小分布高度两极化的紫色土， 压力膜仪法与露点水势仪法

获得的结果差异较大。

表 ２　 不同方法测得的土壤含水量差异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土层 ／
ｃｍ

ＥＲＭＳ ／ （ｃｍ３·ｃｍ－３） Ｒ２

ＮＰＫ ＮＰＫ⁃ＢＣ ＮＰＫ ＮＰＫ⁃ＢＣ

沙箱⁃Ｈｙｐｒｏｐ 仪
２～７ ０ ０８２ ０ ０５９ ０ ９８６ ０ ９６２

７～１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６ ０ ９８９ ０ ９８６

压力膜仪⁃露点水势仪
２～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７７ ０ ９２８ ０ ９５２

７～１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７ ０ ８３２ ０ ７７５

２ ３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滞后现象

许多实验证明， 土壤通过湿化和干化处理所测得的水分特征曲线并不重合， 而是形成一个滞后圈［２２］。
表 ３ 给出了本研究对照小区和生物炭小区土壤采用露点水势仪法测得的干化与湿化曲线之间的均方根误差

ＥＲＭＳ（θ）。 表层土壤的 ＥＲＭＳ（θ）均小于亚表层土壤， 且当吸力介于-１００～ -８００ ｃｍ 时滞后现象的土层间差异最

为明显（图 ３（ｃ））， 说明亚表层土壤在干化过程中能持留更多的植物有效水。 而表层土壤水分滞后现象不明

显， 有效水的保持量不大［２１］。 但需要指出的是， 露点水势仪法所测定的样品为过 ２ ｍｍ 筛的土壤， 无大、 中

团聚体， 仅有小、 微团聚体， 因此， 该法所能测定的持水孔隙主要是基质性小、 微孔隙， 而对结构性大、 中

孔隙（特别是半径大于 １５ mｍ 的孔隙）未能加以测定。

表 ３　 露点法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滞后现象的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ｗｐｏｉ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ｔｅｒ

土壤水分特征 土层 吸力 ／ ｃｍ
ＥＲＭＳ ／ （ｃｍ３·ｃｍ－３）

ＮＰＫ ＮＰＫ⁃ＢＣ

干化⁃湿化 表层（２～７ ｃｍ）

干化⁃湿化 亚表层（７～１２ ｃｍ）

-１００～-８０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５

-８００～-１５ ３０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１５ ３０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０

总和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７

-１００～-８０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６３

-８００～-１５３０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４

＜-１５ ３０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总和 ０ ０８０ ０ ０９５

　 　 在田间灌溉或自然降雨条件下， 土壤湿化过程的历时往往较短， 干化过程历时却相对较长， 而且在

估算溶质或污染物垂向淋失作用时， 通常更关心渗漏排水或退水过程。 因此， 对于大孔隙发育且对垂向

饱和渗漏量起主要贡献的土壤（如本研究中的紫色土）， 在计算亚表层土壤中的渗漏量时， 应采用干化曲

线为宜。
２ ４　 施用生物炭对不同方法所测得的水分特征曲线的影响

施用生物炭能增加土壤有效水含量， 更好地满足植物生长的水分需求［６］。 由表 ２ 可见， 沙箱和 Ｈｙｐｒｏｐ
仪测得的施用 １％生物炭的耕地小区（ＮＰＫ⁃ＢＣ）表层和亚表层土壤的低吸力段（特别是 ｈ ＞-１０ｃｍ 的近饱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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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露点水势仪测得的不同处理和深度土壤的干化与湿化水分特征曲线

Ｆｉｇ 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ｒ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ｐｅｒ ｐｌｏｔ ｂｙ ａ ｄｅｗｐｏｉ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ｔｅｒ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均方根误差 ＥＲＭＳ（θ）比对照耕地小区（ＮＰＫ）分别减少 ０ ０２３ ｃｍ３ ／ ｃｍ３ 和 ０ ０３７ ｃｍ３ ／ ｃｍ３，
说明施用生物炭导致土壤中结构性大、 中孔隙减少， 从而降低沙箱和 Ｈｙｐｒｏｐ 仪测定结果之间的差异。 这种

方法间差异的来源可能是： 沙箱法对大孔隙排空失水的测定结果受孔隙水力连通性（特别是孔隙 “瓶颈”）的
影响较大， 而 Ｈｙｐｒｏｐ 仪所测定大孔隙蒸发失水曲线受水力连通性的影响较小。 表层土壤在施加生物炭后，
压力膜仪和露点水势仪测得高吸力段水分特征曲线的均方根误差 ＥＲＭＳ（θ）有所增加。 可能是因为施用生物炭

后， 基质性小孔隙显著增加， 贮存更多的植物有效水［１６］。

３　 结　 　 论

（１） 由压力膜仪排水法在高吸力段测得的表层和亚表层土壤的含水量值均显著高于 Ｈｙｐｒｏｐ 仪⁃露点水势

仪联用蒸发法所得结果。 全吸力范围内水分特征曲线测定方法的选择与组合应考虑土壤孔径分布特征和研究

目的。 紫色土孔隙大小呈两极化分布， 大、 中孔隙丰富且空间分布高度不均一， 其表层土壤通过田间自然蒸

发作用失水往往较为强烈， 建议采用 Ｈｙｐｒｏｐ 仪和露点蒸发法测定高吸力段 （ｈ＜－３３０ ｃｍ） 的水分特征曲线。
而对于亚表层土壤， 因其主要通过水力学渗漏方式失水， 建议采用压力膜仪排水法测定。

（２） 露点水势仪加湿法与蒸发法测得的亚表层土壤水分特征曲线之间的滞后现象（-１００～ -８００ ｃｍ）比表

层土壤明显， 说明在干化过程中， 亚表层土壤能持留更多的植物有效水。

参考文献：

［１］ ＳＴＲＵＤＬＥＹ Ｍ Ｗ， ＧＲＥＥＮ Ｔ Ｒ， ＡＳＣＯＵＧＨ Ｊ Ｃ．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９９： ４⁃４８．

［２］ 郭向红， 孙西欢， 马娟娟． 基于混合遗传算法估计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方程参数［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０９， ２０（５）： ６７７⁃６８２． （ＧＵＯ
Ｘ Ｈ， ＳＵＮ Ｘ Ｈ， ＭＡ Ｊ Ｊ．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２０（５）： ６７７⁃６８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Ｓ， ＧＥＭＯＴ Ｂ， ＰＥＴＥＲ Ｓ，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第 ２ 期 王红兰， 等： 紫色土水分特征曲线室内测定方法的对比 ２４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Ｊ］．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１１３： ８９⁃９８．
［４］ ＳＣＨＥＬＬＥ Ｈ， ＩＤＥＮ Ｓ， ＤＵＭＥＲ Ｃ Ｗ．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ｗｉｄ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ｅａｄ

ｒａｎｇｅ［Ｊ］．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 ７５： １６８１⁃１６９３．
［５］ ＭＯＲＥＴ Ｄ， ＡＲＲＵＥ Ｊ 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ａｌｌｏｗ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Ｊ］．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 ９６： １０３⁃１１３．
［６］ ＰＥＴＥＲＳ Ａ， ＤＵＭＥＲ Ｗ．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３５６（１ ／ ２）： １４７⁃１６２．
［７］ 吕殿青， 王宏， 王玲． 离心机法测定持水特征中的土壤收缩变化研究［Ｊ］． 水土保持学报， ２０１０， ２４（３）： ２０９⁃２１４． （ＬＹＵ Ｄ

Ｑ， ＷＡＮＧ Ｈ， ＷＡＮＧ Ｌ． Ｓｏｉｌ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２４（３）： ２０９⁃２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黄冠华， 詹卫华． 土壤水分特性曲线的分形模拟［ 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０２， １３（１）： ５５⁃６０． （ＨＵＡＮＧ Ｇ Ｈ， ＺＨＡＮ Ｗ Ｈ．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ｗｉｔｈ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 １３（１）： ５５⁃６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ＢＩＴＴＥＬＬＩ Ｍ， ＦＬＵＲＹ Ｍ．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Ｊ］．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２００９， ７３： １４５３⁃１４６０．

［１０］ 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 Ｈ Ｐ， ＧＲＥＥＮ Ｔ Ｗ，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Ｎ． Ｔｈｅ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ｌａｔｅ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Ｊ］．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８， ７２： ４１⁃４９．

［１１］ 王晓蕾， 黄爽， 黄介生， 等． 利用 ＨＹＰＲＯＰ 系统测定土壤水分参数的优缺点及改进［Ｊ］．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２０１２（６）： ４⁃
７． （ＷＡＮＧ Ｘ Ｌ， ＨＵＡＮＧ Ｓ， ＨＵＡＮＧ Ｊ Ｓ，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ＨＹＰＲ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 ［Ｊ］．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２（６）： ４⁃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彭紫赟， 黄爽， 杨金忠， 等． ＨＹＰＲＯＰ 系统与快速离心机法联合测定土壤水分特征曲线［Ｊ］． 灌溉排水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１（５）：
７⁃１１． （ＰＥＮＧ Ｚ Ｙ， ＨＵＡＮＧ Ｓ， ＹＡＮＧ Ｊ Ｚ，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ＨＹＰＲ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２０１２， ３１（５）： ７⁃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王红兰， 唐翔宇， 宋松柏．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测定中低吸力段数据的影响分析［Ｊ］． 灌溉排水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１（６）： ５６⁃５９．
（ＷＡＮＧ Ｈ Ｌ， ＴＡＮＧ Ｘ Ｙ， ＳＯＮＧ Ｓ Ｂ．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ｔ ｌｏｗ ｓ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２０１２， ３１（６）： ５６⁃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ＳＯＬＯＮＥ Ｒ， ＢＩＴＴＥＬＬＩ Ｍ， ＴＯＭＥＩ Ｆ， ｅｔ ａｌ．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４７０ ／ ４７１）： ６５⁃７４．

［１５］ ＺＨＡＯ Ｐ， ＴＡＮＧ Ｘ Ｙ， ＺＨＡＯ Ｐ，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ｓｌｏｐｉｎｇ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ｏｘｙｇｅｎ⁃１８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 ｓｍａｌ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１３４： １８０⁃１９４．

［１６］ 王红兰， 唐翔宇， 张维， 等． 施用生物炭对紫色土坡耕地耕层土壤水力学性质的影响［ Ｊ］． 农业工程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１（４）：
１０７⁃１１２． （ＷＡＮＧ Ｈ Ｌ， ＴＡＮＧ Ｘ Ｙ， ＺＨＡＮＧ Ｗ，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ｉｌｔｈ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ｕｒｐｌｅ ｓｏｉｌ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３１（４）： １０７⁃１１２．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７］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 Ｕ，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Ｌ．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２００６， １６９（５）： ６２３⁃６２９．

［１８］ ＳＣＨＥＬＬＥ Ｈ， ＨＥＩＳＥ Ｈ， ＪＡＮＩＣＫＥ Ｋ， ｅｔ 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６４： ８１４⁃８２１．

［１９］ ＧＥＥ Ｇ Ｗ， ＷＡＲＤ Ａ Ｌ， ＺＨＡＮＧ Ｚ Ｆ，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ｌ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Ｊ］． Ｖａｄｏｓｅ Ｚｏ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２， １（１）： １７２⁃１７８．

［２０］ ＷＡＮＧ Ｈ Ｌ， ＴＡＮＧ Ｘ Ｙ， ＺＨＡＮＧ Ｗ， ｅｔ ａ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ｙｅａ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ｅｎｔｉｓｏｌ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Ｊ］． Ｖａｄｏｓｅ Ｚｏ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１４（７）： １⁃１５．

［２１］ ＤＩＡＭＡＮＴＯＰＯＵＩＯＳ Ｅ， ＤＵＭＥＲ Ｗ， ＲＥＳＺＫＯＷＳＫＡ Ａ，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ｃｙ ｏｎ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４８６： １７５⁃１８６．

［２２］ 袁剑舫．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和土壤水分的滞后现象［Ｊ］． 土壤通报， １９８６（１）： ４３⁃４７． （ＹＵＡＮ Ｊ 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６（１）： ４３⁃４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７ 卷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ｐｕｒｐｌ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ｌａｎ１，２，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ｙｕ１， ＸＩＡＮ 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１， ＬＩＵ Ｃｈｅｎ１， ＧＵＡＮ Ｚｈｕｏ１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４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ｏｕ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ｎｄ ｂｏｘ， ｔｈｅ ＨＹＰＲ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ｗｐｏｉ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ｔｅｒ，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 ＳＷＲＣ） ｆｏ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ｐｕｒｐｌｅ ｓｏｉｌ．
ＳＷＲＣ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ｉ． ｅ．， ２—７ ｃｍ，
７—１２ｃ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ＲＭＳ（θ）），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ｗ ｓｕｃｔｉｏｎｓ （ｈ＞－１００ ｃｍ）， ｔｈｅ ｓａｎｄ ｂｏｘ ａｎｄ ＨＹＰＲ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ｒｅ
ｓｍａｌｌ （０ ０２６—０ ０８２ ｃｍ３ ／ ｃｍ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ｅ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０ ９６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ＥＲＭＳ（θ）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ｇｈ
ｓｕｃｔｉｏｎｓ （ ｈ ＜ － ３３０ ｃｍ ），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ｗｐｏｉ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ｔｅｒ ｗｅｒｅ ｌａｒｇｅｒ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７ ｃｍ３ ／ ｃｍ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２ ｖａｌｕｅｓ （０ ７７５—０ ９５２）．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
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ＷＲ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ｕｐ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 ｐｏｒ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ｓａｎｄ ｂｏｘ； Ｈｙｐｒ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ｌａｔｅ； ｄｅｗｐｏｉ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ｔｅｒ；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欢迎订阅《水科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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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３２⁃１３０９ ／ Ｐ； 国内发行代号： ２８⁃１４６， 欢迎广大读者向当地邮局（所）办理订

阅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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