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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藏高原号称“亚洲水塔”ꎬ 是典型的高寒山区ꎬ 其广泛存在的积雪、 多年和季节冻土ꎬ 影响了整个区域的

水循环过程ꎻ 青藏高原具有土层较薄、 下伏砂砾石层较厚的特点ꎬ 形成了特殊的“积雪￣土壤￣砂砾石层”水热介质

结构ꎮ 为深入研究青藏高原的水循环机理ꎬ 本文选取尼洋河流域作为典型区ꎬ 基于野外冻土水热耦合试验ꎬ 结合

青藏高原地质及气候特点ꎬ 构建了包含 １２ 层“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的青藏高原水热耦合模型ꎬ 描述了完整

的水热耦合模拟方程和参数计算方法ꎮ 采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冻结融化期 ０ ~ １６０ ｃｍ 深度内的土壤和砂砾石层的温度、
液态含水率和冻结深度的实测结果对模型进行了验证ꎬ 各层温度模拟 Ｒ２均值为 ０. ９１ꎬ 冻结融化期内液态含水率模

拟 Ｒ２均值为 ０. ５２ꎬ 土壤冻结深度模拟 Ｒ２值为 ０. ７６ꎮ 结果表明该模型在青藏高原地区有较好的适用性ꎬ 可反映该地

区冻结融化过程中土壤和砂砾石层水分与温度的特殊变化规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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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 基于寒区水热耦合的特点ꎬ 分布式水文模型已取得一定的进展[１￣２]ꎮ 国际上常用的分布式水文模

型都已对寒区的积雪和冻土过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表达ꎬ 部分模型中已加入冻土、 融雪模块来研究寒区

水文循环ꎬ 如 ＣＲＨＭ(Ｃｏｌ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ＳＷＡＴ(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ＧＥＯｔｏｐ (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ｏｄｅｌ)、 ＤＷＨ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Ｖ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模型等[３￣４]ꎮ 当前较成熟的冻土水热耦合模型是基于非饱和土体水分迁移ꎬ 用土壤未冻水含量

随温度变化的函数来表征冻结机理的水动力学模型ꎮ 其中以 Ｈａｒｌａｎ[５] 提出的水热耦合模型应用最为广泛ꎻ
Ｔａｙｌｏｒ 和 Ｌｕｔｈｉｎ[６]在其基础上用未冻水含量结合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计算土水势ꎬ 确定水分迁移的驱动力ꎻ
Ｈｏｒｉｇｕｃｈｉ[７]又加入了温度梯度共同作用于水分迁移ꎻ 美国农业部 Ｆｌｅｒｃｈｉｎｇｅｒ 和 Ｓａｘｔｏｎ[８] 综合考虑气相、 水流

迁移引起的热量变化以及边界处的蒸发、 辐射等ꎬ 建立了垂直一维水热耦合模型ꎬ 较全面地反映了影响冻土

水热变化因素ꎻ 雷志栋等[９]对各向同性土柱的一维冻结问题简化了模拟过程ꎬ 忽略了水汽迁移、 热量对流

作用ꎬ 提出了冻土非饱和土壤水分迁移方程ꎬ 对地下水浅埋条件下的土壤冻融过程进行了模拟ꎬ 模型模拟效

果较好ꎮ 水动力学模型参数简便易得ꎬ 是较为成熟的水热耦合模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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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是长江、 黄河、 澜沧江、 雅鲁藏布江等多个大江大河的发源地ꎮ 作为世界面积最大、 海拔最高

的高海拔寒区ꎬ 平均海拔 ４ ３７６ ｍ[１０]ꎬ 其广泛分布的积雪和冻土影响了该地区土壤介质的储水、 导水、 产水

和热传导过程[１１]ꎮ 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ꎬ 青藏高原土壤层较薄ꎬ 土壤层下存在较厚的砂砾石层ꎮ 与土壤相

比ꎬ 砂砾石具有不同的水、 热性质[１２]ꎬ 孔隙度、 密度也有所不同ꎬ 对土壤含水量和导水率有较大影响[１３￣１４]ꎮ
对青藏高原的水热运移模拟ꎬ 部分陆面模式虽然考虑了砂砾石影响ꎬ 通过砂砾石占比对土壤热传导率、 土壤

质地和地形等敏感参数进行调整ꎬ 模拟效果会有一定提升[１５￣１７]ꎬ 但由于模型将土壤概化为一维均质结构ꎬ
仅通过参数调整难以体现该地区这种上下分层明显的地质结构对水热运移的影响ꎬ 模拟结果均有一定偏差ꎮ
因此ꎬ 在研究青藏高原土壤冻融与水循环过程时ꎬ 不仅要考虑土壤层内的水热迁移ꎬ 对于土壤层下伏较厚的

砂砾石层也应一并考虑ꎮ 与此同时ꎬ 积雪较好的隔热性和对太阳短波的反射性ꎬ 也会影响土壤水热迁移ꎮ 在

水热耦合研究过程中ꎬ 要把土壤和积雪作为一个复杂的、 相互作用的联合体来统一考虑[１８]ꎮ 对积雪的研究ꎬ
根据其模拟的复杂程度与否ꎬ 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利用强迫￣恢复( ｆｏｒｃｅ￣ ｒｅｓｔｏｒｅ)法[１９￣２０]ꎬ 通过相对简

单的单层积雪模型ꎬ 区分积雪和土壤的热力学性质ꎬ 模拟积雪￣土壤复合层的温度变化ꎬ 以度日因子法计算

融雪量[２１]ꎻ 二是以物理机制为基础的复杂模型ꎬ 此类模型考虑了积雪内部的质量守衡和能量平衡以及积雪

表面与大气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ꎬ 将积雪细分为多层ꎬ 对积雪内部相变、 水分运移等进行了精细描述[２２￣２３]ꎮ
但后一类模型太过复杂ꎬ 影响了其推广与应用ꎮ

本文针对青藏高原的气候和地质特点ꎬ 在土壤冻结融化期开展了野外土壤和砂砾石层水热监测试验ꎬ 以

ＷＥＰ￣ＣＯＲ 模型[１]的土壤水热耦合模块为基础ꎬ 构建基于“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的水热耦合模型ꎬ 并

采用试验观测结果对模型进行验证ꎮ

１　 研究区与资料

１. １　 研究区选取

选取雅鲁藏布江的一级支流尼洋河流域作为本文研究的典型区域ꎮ 尼洋河位于西藏东南林芝地区雅鲁藏

布江中下游左岸ꎬ 北纬 ２９°２８′—３０°３８′ꎬ 东经 ９２°１０′—９４°３５′ꎬ 源于西藏自治区米拉山西侧的错木梁拉ꎬ 河

源海拔约 ５ ０００ ｍꎬ 在林芝市巴宜区汇入雅鲁藏布江ꎬ 河口海拔约 ２ ９２０ ｍꎬ 落差 ２ ０８０ ｍꎮ 尼洋河干流长 ３０９
ｋｍꎬ 流域平均坡降为 ０. ７３％ ꎻ 流域面积 １. ７５ 万 ｋｍ２ꎬ 在雅鲁藏布江众支流中排行第四ꎮ 尼洋河流域地处中

纬度地带ꎬ 年均降水量 １ ２９５. １ ｍｍꎬ 年均气温 ７. ６ ℃左右[２４]ꎮ

１. ２　 试验布设

１. ２. １　 土壤厚度和成分调查与取样分析

根据尼洋河流域实地考察(图 １)和部分工程设计的地质勘测资料ꎬ 该流域具有土壤层厚度较薄、 土壤下

方的砂砾石层厚度较大的特点ꎮ 尼洋河流域的砂砾石层主要包括砾石层和卵石层ꎬ 砾石层主要为圆状砾石ꎬ
含卵石颗粒ꎬ 砾石质量百分比约 ５０％ ~６５％ ꎬ 黏粒质量百分比 ５％ ~１０％ ꎬ 孔隙间填充中细砂ꎻ 卵石层孔隙

间填充圆砾和中细砂ꎬ 局部含大漂石、 孤石ꎮ
针对尼洋河流域这一地质特点ꎬ 为研究流域内土壤层从山脚到山顶的厚度变化规律ꎬ 从尼洋河流域的源

头到河口选取了海拔不同的 ２４ 个取样点ꎮ 其中点 １—点 １６ 沿河道ꎬ 点 １７—点 ２４ 从山脚到山顶测量的土壤

厚度(图 ２)ꎮ 对 ２４ 个取样点的土壤厚度及组分进行了测量和分析ꎬ 尼洋河流域土壤主要为砂质壤土和壤质

砂土ꎬ 平均砂粒质量百分比为 ５５. ８９％ ꎬ 粉砂粒质量百分比为 ３１. ２％ ꎬ 黏粒质量百分比为 １２. ９１％ ꎬ 厚度随

着海拔升高而减小ꎬ 平均厚度为 ５３. ７ ｃ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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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土壤￣砂砾石层结构

Ｆｉｇ. １ Ｓｏｉｌ￣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２　 尼洋河流域土壤取样点、 试验点及气象站位置

Ｆｉｇ. ２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 ２. ２　 冻结融化期“积雪￣土壤￣砂砾石层”监测试验

本次研究在尼洋河流域下游色季拉山的山腰上选择一处开展季节冻结融化期水热耦合过程监测试验ꎮ 试

验点(９４°２１′４５″Ｅꎬ ２９°２７′１２″Ｎ)海拔为 ４ ６０７ ｍꎬ 试验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试验期间试验点降水

８. ３ ｍｍꎬ 平均气温 － ３. ４ ℃ꎬ 最高 ６. ３ ℃ꎬ 最低 － １１. ７ ℃ꎮ 冻结融化期ꎬ 试验点位置见图 ２ꎮ 试验人员在试

验点开挖了一个深度为 １. ６ ｍ 的试验坑ꎬ 在地面以下垂直深度上每隔 １０ ｃｍ 安装自动测定液态含水率的 ＴＤＲ
传感器、 测量温度的 ＰＴ１００ 传感器和测量基质势的 ＴｅｎｓｉｏｎＭａｒｋ 传感器ꎬ 对下垫面冻结和融化过程中水、 热、
势能过程进行自动监测ꎬ 并根据 ＰＴ１００ 传感器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Ｍａｒｋ 传感器测量结果推算土壤冻结深度ꎬ 同时于开

始降雪后间隔 １ ~ ２ 周根据降雪情况通过米尺实地测量下垫面覆盖的雪层厚度ꎮ 试验前ꎬ 采用核磁共振方法

对高原季节性冻融条件下水、 热过程监测的仪器设备进行率定ꎮ 仪器完成安装后进行原状土回填ꎬ 保证回填

土壤与实际土壤的参数一致ꎮ

１. ３　 气象资料

气象条件是水热耦合模拟的边界条件ꎮ 由于流域内气象站点稀少ꎬ 且高程差别较大ꎬ 试验点的逐日气温

采用考虑高程修正的 ＲＤＳ(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ｑｕａｒｅｄ)方法由气象站数据插值得到ꎬ 降水数据采用平面插值、
结合西藏自治区水资源公报[２５]中降水等值线修正得到ꎬ 逐日相对湿度、 日照时速和风速采用 ＲＤＳ 方法插值

得到ꎮ 本文用到的基本气象数据主要为尼洋河流域境内的林芝站和周边嘉黎站(图 ２)的降水、 气温、 相对湿

度、 日照时数和风速ꎮ 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ｈｔｔｐ:∥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ｃｎ)ꎬ 使用数据时间序列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ꎬ 时间尺度为日ꎮ

２　 “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水热耦合模型构建

本文在 ＷＥＰ￣ＣＯＲ 模型中冻土水热耦合计算原理基础上ꎬ 结合青藏高原特点加以改进ꎬ 构建包含“积雪￣
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的高寒山区水热耦合模型ꎮ

２. １　 ＷＥＰ￣ＣＯＲ 中的冻土水热耦合计算原理

ＷＥＰ￣ＣＯＲ 模型在保留原ＷＥＰ￣Ｌ 模型关于地表与大气间的能量交换计算的基础上ꎬ 系统添加了土壤层间

的水热通量和相关水热参数的计算过程ꎬ 并且将活动土壤层细分为 １１ 层ꎬ 见图 ３ꎮ 其中ꎬ Ｒｓ为地表产流ꎻ Ｒ ｉ

为第 ｉ 层土壤的横向流或壤中流ꎬ Ｒ ｉ与坡度和土壤含水率有关ꎻ Ｅ１为土壤蒸发量ꎻ Ｅｒ 为植被蒸腾量ꎻ Ｑｉ为第

ｉ 层土壤的重力排水ꎻ Ｐ 为降水ꎻ Ｔａ为大气温度ꎻ Ｔｉ为第 ｉ 层土壤的温度ꎻ Ｇ ｉ为第 ｉ 层土壤与相邻土壤层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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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差异引起的热通量ꎮ 水热耦合模拟采用显式差分进行数值迭代计算ꎬ 模型模拟的时间步长为 １ ｄꎮ

图 ３　 ＷＥＰ￣ＣＯＲ 模型分层水热通量计算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３ ＷＥＰ￣Ｃ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 １. １　 土壤水热运移方程

模型假设土壤冻融时只有液态水发生运移ꎬ 土壤水分的运移主要受重力势、 基质势和温度势的影响ꎬ 因

此添加的土壤一维垂直水分流方程可以写成[２６]:
∂θｌ

∂ｔ ＝ ∂
∂ｚ Ｄ(θｌ)

∂θｌ

∂ｚ － Ｋ(θｌ)[ ] －
ρｉ

ρｌ

∂θｉ

∂ｔ (１)

根据能量平衡原理ꎬ 冻融系统中每一层土壤的能量变化都用于系统内的土壤温变和水分相变ꎬ 温度势是

水分相变的驱动力ꎬ 而大气与表层土壤的温差则是热传导的源动力ꎮ 假设土壤各向均质同性ꎬ 并忽略土壤中

的水汽迁移ꎬ 添加的一维垂直流动的热流运动基本方程可变形为[２７]

Ｃｖ
∂Ｔ
∂ｔ ＝ ∂

∂ｚ λ ∂Ｔ
∂ｚ[ ] ＋ Ｌｆ ρｉ

∂θｉ

∂ｔ (２)

式中: θｌ、 θｉ分别为土壤中液态水、 冰的体积百分比ꎬ ｃｍ３ / ｃｍ３ꎻ Ｔ 为土壤温度ꎬ℃ꎻ ｔ、 ｚ 分别为时间、 空间

坐标(垂直向下为正)ꎻ Ｄ(θｌ)、 Ｋ(θｌ)分别为非饱和土壤水分扩散率、 导水率ꎬ ｃｍ２ / ｓꎻ Ｃｖ为土壤体积热容

量ꎬ Ｊ / (ｍ３℃)ꎻ λ 为土壤导热系数ꎬ Ｗ / (ｍ℃)ꎻ ρｉ、 ρｌ分别为冰、 水密度ꎬ ｋｇ / ｍ３ꎻ Ｌｆ为融化潜热ꎬ Ｌｆ ＝
３. ３５ × １０６ Ｊ / ｋｇꎮ

２. １. ２　 土壤水热联系方程

土壤冻融过程中ꎬ 冻土水热运动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未冻水的含水率与土壤负温的动态平衡中[１９￣２０]:
θｌ ＝ θｍ(Ｔ) (３)

式中: θｍ(Ｔ)为土壤负温对应的最大未冻水含水率ꎮ

２. ２　 “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水热耦合模型原理

２. ２. １　 模型结构

积雪作为一种良好的隔热体ꎬ 具有热容量大、 导热系数较小等特点ꎬ 对大气和土壤间的热传递具有明显

的削弱作用ꎮ 试验点所处位置积雪持续时间较长、 厚度稳定ꎬ 对土壤水热的影响不容忽视ꎮ 根据尼洋河流域

实地考察(图 １)和基于 ２６ 个点的测量结果建立的土壤厚度—高程关系图(图 ４)ꎬ 发现尼洋河流域土壤厚度

整体较薄ꎬ 在土壤层下方存在厚度较大、 混合砂砾石和少量土壤的砂砾石层ꎮ 而且土壤层厚度在河谷区基本

稳定ꎬ 在山坡上随着高程增加呈现变薄的趋势ꎬ 在山顶附近厚度又基本保持不变ꎮ 在试验点处土壤层为砂质

壤土ꎬ 砂粒质量百分比为 ６１. ９２％ ꎬ 粉砂粒质量百分比为 ２６. ２％ ꎬ 黏粒质量百分比为 １１. ８８％ ꎬ 土壤层厚度

为 ４０ ｃｍꎻ 土壤下砂砾石层砾石质量百分比为 ５３. ７％ ꎬ 孔隙间填充中细砂ꎮ 土壤与砂砾石层水分特征参数见

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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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尼洋河流域土壤厚度—海拔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表 １　 尼洋河流域土壤水动力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类型 θｓ / (ｃｍ３ｃｍ － ３) θｆ / (ｃｍ３ｃｍ － ３) θｒ / (ｃｍ３ｃｍ － ３) Ｓｆ / ｃｍ ｎ

土壤层 ０. ４３ ０. ２５ ０. ０６ ６. １ ３. ３７

砂砾石层 ０. ２８ ０. １３ ０. ０５ ４. ８ ３. １２
注: θｓ、 θｆ和 θｒ分别为土壤或砂砾石层的饱和含水率、 田间持水率、 残留含水率ꎻ Ｓｆ为湿润峰土壤吸力ꎻ ｎ 为 Ｍｕａｌｅｍ 常数ꎮ

　 　 根据尼洋河流域气候和地质特征ꎬ 本文将水热耦合模拟的对象定义为“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图
５)ꎮ 模型计算结构上ꎬ 在 ＷＥＰ￣ＣＯＲ 模型 １１ 层土壤层分层的基础上ꎬ 于土壤层上方加入一层积雪层ꎬ 同时

将原有的 １１ 层土壤层细分为土壤和砂砾石层 ２ 类介质ꎬ 计算结构如图 ６ 所示ꎮ 第 ０ 层为积雪ꎬ 根据等高带

在计算单元中所处位置设置上部 ｉ 层为土壤层ꎬ 下部 １２￣ ｉ 层为砂砾石层ꎮ 由于距离地表越近ꎬ 水、 热变化越

快ꎬ 故第 １、 ２ 层厚度设为 １０ ｃｍꎬ 第 ３ ~ １１ 层厚度设为 ２０ ｃ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土壤￣砂砾石层各层的厚度需

根据所在位置含水层的实际厚度进行修正ꎬ 也就是说ꎬ 当含水层总厚度小于 １１ 层土壤￣砂砾石层厚度时ꎬ 须

根据含水层实际厚度确定土壤￣砂砾石层的计算层数和最后一层的厚度ꎮ

图 ５　 “积雪￣土壤￣砂砾石层”垂向分层概化

Ｆｉｇ. 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ｎｏｗ￣ ｓｏｉｌ￣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ｙｅｒ”

　

图 ６　 分层水热通量计算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６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２. ２. ２　 计算原理

采用度日因子法[２８]计算积雪融雪过程ꎬ 具体如下:
Ｍ ＝ ｋ(Ｔａ － Ｔ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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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Ｍ 为当日融雪当量ꎬ ｍｍꎻ ｋ 为积雪融化的度日因子ꎬ ｍｍ / (℃ｄ)ꎻ Ｔ０为积雪融化临界温度ꎬ℃ꎬ 本

文取 － １ ℃ꎮ
对于积雪的度日因子ꎬ 一般情况下在 １ ~ ７ ｍｍ / (℃ｄ)ꎬ 本次研究根据下垫面情况取为 ４ ｍｍ / (℃ｄ)ꎮ

由于青藏高原地区昼夜温差较其他地区偏大ꎬ 本次研究的雨雪临界气温设为 ２ ℃ꎮ
积雪热量平衡公式[２９]:

Ｇ ＝ Ｌｅ ＋ Ｒｎ ＋ Ｑ１ ＋ Ｑ２ (５)
式中: Ｇ 为积雪层的能量变化ꎬ Ｊ / (ｍ２ｄ)ꎻ Ｌｅ为积雪的蒸发、 融化和升华潜热通量ꎬ Ｊ / (ｍ２ｄ)ꎻ Ｒｎ为积

雪层表面的净辐射量ꎬ Ｊ / (ｍ２ｄ)ꎬ 由到达积雪表面的净长波辐射与净短波辐射计算而得ꎻ Ｑ１为积雪与大气

间的热量交换量ꎬ Ｊ / (ｍ２ｄ)ꎬ 采用强迫￣恢复法计算ꎻ Ｑ２为积雪与土壤间的热量交换量ꎬ Ｊ / (ｍ２ｄ)ꎮ
积雪和土壤间的热量交换量采用以下公式[３０￣３１]:

Ｑ２ ＝ １
ＺＳ

２λＳ
＋

ＺＣ

２λＣ
＋ ＲＣ

(ＴＣ － ＴＳ) (６)

式中: ＺＳ为积雪厚度ꎬ ｍꎻ ＺＣ为第一层土壤厚度ꎬ ｍꎻ λＳ为冰雪层导热系数ꎬ Ｗ/ (ｍ℃)ꎻ λＣ为土壤层导热

系数ꎬ Ｗ/ (ｍ℃)ꎻ ＲＣ为土壤层与积雪层的接触热阻ꎬ (ｍ２℃) / Ｗꎻ ＴＣ为第一层土壤层温度ꎬ℃ꎻ ＴＳ为积雪

层温度ꎬ℃ꎮ
土壤层之间的水热运移方程和联系方程采用式(１)和式(２)ꎬ 砂砾石层之间以及砂砾石层和土壤层之间

的水热通量计算采用与土壤层相同的计算原理ꎬ 但砂砾石层的各项水热参数与土壤不同ꎮ
模型的数值模拟仍采用显式差分进行数值迭代计算ꎬ 模拟步长为 １ ｄꎮ 每个时间步长内模型先根据初始

条件从积雪层到底层砂砾石层逐层计算热传导、 温度和水分相变ꎬ 然后以该层温度为判定条件进行迭代计算

直至收敛(步骤 １)ꎻ 热量计算闭合收敛后ꎬ 再根据水量平衡计算各层水分运移量ꎬ 并修正各土壤和砂砾石层

(积雪层不考虑)的含水率和含冰率(步骤 ２)ꎻ 用液态含水率判定是否收敛ꎬ 若不收敛则返回步骤 １ 进行热量

计算ꎬ 直至两项迭代计算均闭合收敛后ꎬ “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水热耦合计算完成ꎮ

２. ２. ３　 模型边界确定

模型上、 下边界的确定方式与 ＷＥＰ￣ＣＯＲ 模型类似ꎮ “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的上边界为大气ꎬ 但

与上边界直接接触的不一定只是土壤ꎮ 传入连续体的热量ꎬ 在非积雪区由地表附近的大气和表层土壤的温度

差以及表层土壤的水热参数决定ꎬ 在积雪区由地表附近的大气和积雪的温度差以及积雪的水热参数决定ꎬ 均

采用强迫￣恢复法计算ꎮ 连续体的下边界为过渡层或者地下水层ꎬ 将下边界温度假设为一恒定的温度作为底

层边界温度ꎮ

２. ２. ４　 积雪、 土壤和砂砾石层水热参数确定

积雪主要的水热参数包括导热系数、 体积热容量和降雪密度ꎬ 各参数计算公式如下[３２￣３４]:

ρｓ ＝
６７. ９ ＋ ５１. ３ｅｘｐ(Ｔａ / ２. ６) Ｔａ ≤０
１１９. ２ ＋ ２０Ｔａ Ｔａ > ０{ (７)

λｓ ＝
０. １３８ － １. ０１ ×

ρｓ

１ ０００ ＋ ３. ２３３ × ρｓ

１ ０００
æ
è
ç

ö
ø
÷

２

１５６ < ρｓ ≤６００

０. ０２３ ＋
０. ２３４ρｓ

１ ０００ ρｓ ≤１５６

ì

î

í

ï
ï

ï
ï

(８)

Ｃｓ ＝ ２. ０９ × １０３ρｓ (９)
式中: ρｓ为积雪密度ꎬ ｋｇ / ｍ３ꎻ λｓ为积雪的导热系数ꎬ Ｗ / (ｍ℃)ꎻ Ｃｓ为积雪的体积热容量ꎬ Ｊ / (ｍ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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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 砂砾石层主要的水热参数也包括体积热容量、 导热系数和土壤导水率等ꎬ 各参数计算公式如下ꎮ
体积热容[３５]:

Ｃｖ ＝ (１ － θｓ)Ｃｓｇ ＋ θｌＣ ｌ ＋ θｉＣ ｉ (１０)
导热系数计算参考了 ＩＢＩＳ 模型ꎬ 具体如下[３６]:

λ ＝ λｓｔ(５６θｌ ＋ ２２４θｉ)
λｓｔ ＝ １. ５００ωｒｏｃｋ ＋ ０. ３００ωｓａｎｄ ＋ ０. ２６５ωｓｉｌｔ ＋ ０. ２５０ωｃｌａｔ (１１)

导水率[２９]:

Ｋ(θｌ) ＝
ＫＳ θｌ ＝ θｓ

ＫＳ
θｌ － θｒ

θｓ － θｒ

æ
è
ç

ö
ø
÷

ｎ

θｌ ≠ θｓ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２)

式中: Ｃｓｇ、 Ｃ ｌ和 Ｃ ｉ分别为土壤(砂砾石层)、 水、 冰的体积热容量ꎬ 在 ０℃时土壤和砂砾石层分别为 １ ９３ ×
１０３ Ｊ / (ｍ３℃)、 ３. １ ×１０３ Ｊ / (ｍ３℃)ꎬ 水和冰分别为 ４. ２１３ × １０３ Ｊ / (ｍ３℃)、 １. ９４ × １０３ Ｊ / (ｍ３℃)ꎻ λ、
λｓｔ为土壤或砂砾石层实际的导热系数、 干燥状态下的导热系数ꎬ Ｗ / (ｍ℃)ꎻ ωｒｏｃｋ、 ωｓａｎｄ、 ωｓｉｌｔ和 ωｃｌａｔ分别

为岩石(砾石和卵石)、 砂粒、 粉粒和黏粒的体积比ꎻ ＫＳ 为土壤或砂砾石层经温度修正后的饱和含水率ꎬ
ｃｍ / ｓꎮ

参考陈仁升等的 ＤＷＨＣ 模型[３７]ꎬ 不同温度条件下土壤或砂砾石层 ＫＳ计算方法如下:

ＫＳ ＝
Ｋ０ Ｔ > ０
Ｋ０(０. ５４ ＋ ０. ０２３Ｔ) Ｔｆ ≤ Ｔ ≤０
ｋ０ Ｔ < Ｔｆ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３)

式中: Ｋ０为常温下的饱和导水率ꎬ ｃｍ / ｓꎻ ｋ０为冻结条件下最小的导水率ꎬ ｃｍ / ｓꎻ Ｔｆ为土壤或砂砾石层最小导

水率对应的临界温度ꎬ℃ꎮ 本文考虑到土壤和砂砾石层水动力学特性的区别ꎬ 对于土壤ꎬ ｋ０按照原公式取值

为 ０ ｃｍ / ｓꎻ 对于砂砾石层ꎬ 由于孔隙较大ꎬ ｋ０取值为大于 ０ 的值ꎮ

３　 模型验证与结果分析

３. １　 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决定系数(Ｒ２)及平均根方差(ＥＲＭＳ)评价模型模拟效果ꎮ Ｒ２和 ＥＲＭＳ的计算公式如下:

Ｒ２ ＝ １ －
∑
Ｎ

ｉ ＝ １
(Ｏｉ － Ｓｉ) ２

∑
Ｎ

ｉ ＝ １
(Ｏｉ － Ｏｉ) ２

(１４)

ＥＲＭＳ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Ｏｉ － Ｓｉ) ２ (１５)

式中: Ｎ 代表样本数ꎻ Ｏｉ为观测值ꎻ Ｏｉ为观测值的平均数ꎻ Ｓｉ为模拟值ꎮ 对于 ＥＲＭＳꎬ 越小说明模拟与实测的

差值越小ꎬ 模拟效果越好ꎮ 对于 Ｒ２ꎬ 数值越接近 １ 模拟效果越好ꎮ

３. ２　 土壤和砂砾石层水热耦合模拟

试验点冻结融化期间空气温度、 模拟雪厚、 实测雪厚如图 ７ 所示ꎬ 试验点积雪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开

始ꎬ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完全融化ꎬ 最大雪厚 １２. ４ ｃｍꎬ 模拟雪厚与实测值比较吻合ꎬ 土壤冻结融化期间分别对

试验点土壤温度、 含水率进行了模拟对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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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试验点冻融期间温度及积雪厚度

Ｆｉｇ. 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ｎｏｗ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ｔｅ

３. ２. １　 温度模拟

图 ８ 是试验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冻结融化期垂向不同深度的温度模拟值和实测值的比较结果ꎬ 总的来说ꎬ

图 ８　 不同深度土壤和砂砾石层温度模拟与实测对比

Ｆｉｇ. 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ｌｏｏｓｅ ｒｏｃｋ ｓｔｒａｔａ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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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温度与实测温度较为接近ꎬ 但表层(１０ ｃｍ、 ２０ ｃｍ 深)温度波动较大ꎬ 模拟效果稍差ꎬ Ｒ２分别为 ０ ８３、
０. ８９ꎬ ＥＲＭＳ较大分别为 ４. ０７ ℃、 ３. ３９ ℃ꎻ 表层以下(４０ ｃｍ 深及以下)温度较为稳定ꎬ 模拟效果较好ꎬ Ｒ２在

０. ９６ 以上ꎬ ＥＲＭＳ均小于 １０ ｃｍ 和 ２０ ｃｍ 层ꎬ 平均 ＥＲＭＳ为 ２. ８６ ℃ꎮ 表层温度模拟效果较差ꎬ 可能与气温波动

较大有关ꎬ 由于该流域气象站点较少ꎬ 温度空间插值很难与当地实际气温相符ꎮ 另外ꎬ ８０ ｃｍ 深度以下的模

拟温度略小于实际温度ꎬ 可能与温度下边界条件的设置有关ꎬ 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改进ꎮ

３. ２. ２　 含水率模拟

图 ９ 为试验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冻结融化期液态含水率模拟和实测值对比ꎮ 由图中可以看出ꎬ 在冻结阶段

(１１ 月—翌年 １ 月)ꎬ 受温度降低的影响ꎬ 首先是上层土壤￣砂砾石层的液态含水量变小ꎬ 随后下层砂砾石层

的液态含水率变小ꎬ 到 １ 月下旬达到稳定ꎮ 土壤层(４０ ｃｍ 以上)由于其持水能力大于砂砾石层ꎬ 初始的含水

率更大ꎬ 且受空气温度影响也大ꎬ 在冻结过程中含水率减小明显ꎮ ２ 月下旬随着气温回暖ꎬ 先是上层土壤￣
砂砾石层开始融化ꎬ 液态含水量增加ꎬ 随后土壤￣砂砾石层底部也开始融化ꎮ 在融化期ꎬ 受积雪融化下渗影

响ꎬ 土壤￣砂砾石层上部土壤层的含水量比下部砂砾石大ꎬ 比冻结前也大ꎮ 在快速冻结期(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前)Ｒ２均值为 ０. ３８ꎬ 此后稳定冻结期与融化期 Ｒ２均值为 ０. ５８ꎮ 总的来说ꎬ 模拟的分层土壤￣砂砾石层的液态

图 ９　 不同深度土壤液态含水率模拟与实测对比

Ｆｉｇ. 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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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与实测值基本接近ꎬ 可以反映冻结融化期各阶段的变化趋势ꎮ 由于土壤和砂砾石层中组成成分的不确

定性较大ꎬ 模型进行概化时ꎬ 认为砂砾石层和土壤是均质结构ꎬ 无法准确反映土壤￣砂砾石层持水能力的不

稳定ꎬ 这也导致了模拟结果与实测值具有一定的误差ꎮ

３. ２. ３　 冻结深度模拟

试验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冻结融化期冻结深度模拟结果见图 １０ꎮ 试验点从 １１ 月下旬左右进入冻结期ꎬ ３ 月

上旬左右融通ꎬ 冻结融化期总长在 ４ 个月左右ꎬ 最大冻结深度约为 ６７. ２ ｃｍꎮ Ｒ２为 ０. ７６ꎬ ＥＲＭＳ为 １６. ３６ ｃｍꎮ
根据实测冻结深度与模拟值的对比结果来看ꎬ 试验点处模拟的冻结规律与实测结果基本一致ꎮ 模拟的冻结融

化期起始时间与实测结果相比略微偏早ꎬ 表层土壤开始融化时间比实测略晚ꎮ

图 １０　 土壤和砂砾石层冻结融化期冻结深度的模拟与实测对比

Ｆｉｇ. １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ｌｏｏｓｅ ｒｏｃｋ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ｓ

４　 结　 　 论

本文在 ＷＥＰ￣ＣＯＲ 模型冻土水热耦合计算原理基础上ꎬ 结合青藏高原土壤层较薄、 下伏砂砾石层较厚以

及积雪期较长的特点加以改进ꎬ 构建了“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水热耦合模型ꎮ
(１) 模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将均质的土壤结构细化分解成土壤和砂砾石层 ２ 类介质ꎬ 水热耦合计算考

虑了土壤和砂砾石层的冻融过程ꎻ 在原模型土壤层的上方加入了一层积雪层ꎬ 考虑了积雪对大气与土壤间热

量传递的影响ꎻ 将积雪、 土壤和砂砾石层概化为一个紧密的一维连续结构ꎬ 提出了“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
续体分层水热耦合模拟方法ꎮ

(２) 基于尼洋河流域下游色季拉山试验点的监测结果对本文构建的模型进行验证ꎬ 各层温度模拟 Ｒ２均

值为 ０. ９１ꎬ 冻结融化期内含水率模拟 Ｒ２均值为 ０. ５２ꎬ 土壤冻结深度模拟 Ｒ２值为 ０. ７６ꎬ 土壤和砂砾石层不同

深度的温度、 液态含水率和冻结深度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接近ꎮ 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冻结融化期各阶段土壤和

砂砾石层的分层水热变化趋势ꎮ
(３) 由于高寒山区试验条件恶劣ꎬ 目前只设置了一个试验站点ꎬ 且本次取得的监测资料时段较短ꎮ 另

外ꎬ 因研究流域气象站点较少ꎬ 资料较为缺乏ꎬ 加上模型的下边界条件、 “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各项

水热参数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概化ꎬ 导致模拟结果与实测值之间仍存在一定偏差ꎬ 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

进一步完善ꎮ
(４) 青藏高原“积雪￣土壤￣砂砾石层”连续体的周期性冻融过程影响着流域产流的各个环节ꎬ 对水文循环

过程影响很大ꎮ 为研究水热耦合运移对流域水循环的影响还需将其与水文模型结合进一步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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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Ｃｏｌ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４４(２): １２１￣１３０.

[３５] ＣＨＥＮ Ｒ Ｓꎬ ＬＵ Ｓ Ｈꎬ ＫＡＮＧ Ｅ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ｏｆ ａｎ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ｂａ￣
ｓｉ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８ꎬ ５３(６): １２９９￣１３０９.

[３６] ＦＯＬＥＹ Ｊ Ａꎬ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Ｉ Ｃꎬ ＲＡＭＡＮＫＵＴＴＹ Ｎ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ｃａｒ￣
ｂ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ꎬ １９９６ꎬ １０(４): ６０３￣６２８.

[３７] ＣＨＥＮ Ｒ Ｓꎬ ＫＡＮＧ Ｅ Ｓꎬ ＬＵ Ｓ Ｈꎬ ｅｔ ａｌ.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ｏｆ ａｎ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ｂａ￣
ｓｉ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Ｉ: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８ꎬ ５５(１): １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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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Ⅰ: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ｎｏｗ￣ ｓｏｉｌ￣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ｙ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ＺＨＯＵ Ｚｕｈａｏ１ꎬ ＬＩＵ Ｙａｎｇｌｉ１ꎬ２ꎬ ＬＩ Ｙｕｑｉｎｇ３ꎬ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１ꎬ４ꎬ ＷＡＮＧ Ｋａｎｇ４ꎬ ＬＩ Ｊｉａ５ꎬ ＺＨＵ Ｙｉｍｉｎｇ１ꎬ６ꎬ
ＬＩＵ Ｊｉａｊｉａ１ꎬ ＷＡＮＧ Ｆｕｑｉａｎｇ６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８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８１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Ｔｉｂｅ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Ｎｙｉｎｇｃｈｉ ８６０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４.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５.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８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６.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ꎬ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ꎬ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４６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Ｔｏｗｅｒ”ꎬ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Ｓｎｏｗ￣ｃｏｖｅｒｅｄ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ｌｙ ｆｒｏｚｅｎ ｓｏｉｌ ｗｉｄｅｌｙ ｅｘｉｓｔ 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ｈ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ｔｈｉｎｎｅｒ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ａ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ｙｅｒꎬ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ｓｎｏｗ￣ ｓｏｉｌ￣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ｙｅｒ”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ｉｙ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ｆｉｅｌｄ￣ｈｅａｔ￣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ａ １２￣ ｌａｙｅｒ “ｓｎｏｗ￣ ｓｏｉｌ￣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ｙ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ｗａｓ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ｈｙｄｒｏ￣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ｌｉｑｕｉ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０—１６０ ｃｍ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６ ｔｏ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２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ｗｅｒｅ ０. ９１ ａｎｄ ０. ５２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２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０. ７６.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ｙ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ｎｏｗ￣ ｓｏｉｌ￣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ｙ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ꎻ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ꎻ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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