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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田间研究表明地表水和地下水有重要的相互作用，它与土壤含水量密切相关。 

土壤含水量不仅在陆气相互作用系统水和能量平衡中，而且在干旱、洪水预报、水资源管 

理、生态系统研究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相互作用，建立陆 

面模式中地下水位的动态表示，对于气候与水资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将地下水位的动态 

表示问题归结为饱和与非饱和流问题，发展了其数值计算方案，建立了地下水位的动态表 

示，并与陆面过程模型耦合，建立了陆气相互作用中地下水位的动态表示，并进行了数值 

模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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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在，全世界都面I临淡水资源短缺的严重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匮乏的国家， 

西北和华北是我国的主要缺水区_1q]。研究表明，由 20世纪工业化带来的 C02等温室 

气体增加的温室效应很可能使21世纪气候升温_3 ]。全球和区域尺度的气候变暖已引 

起了干旱区许多水文过程变化，气候变暖加上频繁的人类活动也诱发了干旱区环境退 

化，如塔里木河断流、地下水位下降、胡杨林枯死、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干 

旱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_6 ]。地下水位的变化既是水资源研究的核心，也 

是陆气相互作用中重要的物理过程_1叫 引，地下水位的分布和变化在很大程度是受气 

候条件、植被地形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反过来，区域地下水位的变化，影响土壤含水 

量的变化和分布，进而影响土壤蒸发、植被蒸腾和低层大气感热和潜热通量的分 

配 8叫 ，从而对气候有重要的影响_3“]，地下水和地表水及气候有着重要的相互作用。 

在陆气耦合模式中合理表示土壤水含量和地下水位对于陆气相互作用中的水文气象模 

拟是十分重要的。它在气候与水资源研究、水资源管理和洪水预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目前，用于全球和区域气候研究的陆面物理过程模式 IAP94Ë]、VICE m 、 

BATSc 
、 LSM 1 5_和SIB|1 ，均只考虑近地面土壤层含水量的变化，其下底边界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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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常含水率或重力下泄，忽略了地下水位的可能变化。这样的简化表示可能引起 

系统性误差，并且不便于利用气候模式开展气候变化对水资源与地下水影响的模拟与 

预测。本文将地下水位的动态表示问题归结为运动边界问题求解，发展了用于陆面模 

式动态表示地下水位的数值模块，为利用模式研究气候与地下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可 

能。 

关于非饱和流问题的各种数值模拟方法见文献 [2O～27]，文献 [24，26]用有限 

元集中质量法建立了非饱和土壤水流的数值计算模型。本文在此基础上 ，发展了饱和 

与非饱和运动边界问题的数值模型，并与陆面过程模型 VIC耦合，从而建立了地下水 

位的动态表示。初步的研究表明，地下水和地表水在地下水位离地面很近的地方有重 

要的相互作用。该地下水数值模式可用于其他的陆面模式及气候与水资源研究。 

2 陆面过程模型中地下水位的参数化 

地面以下的水在垂直剖面的分布，按土层的含水状况，划分为非饱和区、饱和区。 

非饱和区是指地面以下至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层，其空隙 (包括孔隙、裂隙和空间)被 

空气和水所填充。非饱和带一般由土壤水带和毛细带组成。土壤水带邻近地表，向下 

延伸到植物和根系带。这一带的水分分布受地表条件 (如降水、灌溉、气温和湿度等 

因素)变化的影响强烈，也受地下水水位埋深的影响。当有降水人渗时，含水量增加， 

水分向下运动；而在蒸发作用下，含水量减少，水分向上运动；当有过量的水人渗时， 

土壤可以完全为重力水所饱和；当地表没有水人渗，又经过 自由排水后，被保留在土 

层中的最大水分含量，称田间持水量。在小于田间持水量的情况下，土壤含有的毛细 

水依靠表面张力在土壤的颗粒周围形成连续的水膜 ，在毛细的作用下运动，对植物有 

用。饱和带或称地下水带，位于包气带的下面 (或地下水水位以下)，水 自地表面渗 

入，在重力作用下向下运动和聚集，最后在某些不透水地层之上形成饱和带。饱和带 

中岩层的孔隙为水所填充，其上部边缘是水位表面，在水位面上的压力等于一个大气 

压力。 

Liang和 XieE28]描述了用于估计地下水位位置及土壤含水量分布及其与水平衡各分 

量关系的概念和方程，本文概括如下。考虑基于一维饱和与非饱和土壤水流问题。土 

壤水分有不同的时空分布。设 轴垂直向下，坐标原点取为地面，a(Z，￡)为在 t时刻地 

面以下 深度处的土壤含水量，即单位体积内所含的水的体积。假设地面有随时间变 

化的人渗或蒸发率，人渗为正，蒸发为负。根据Darcy定律和连续性原理，在非饱和 

区，土壤含水量满足如下方程_2 ： 

t一  (Dc )一 ， 3 a z＼⋯a z} 3 z 
这里 是体积含水量，D( )是水扩散率 (单位：m。t )， 

mt )， 是垂直方向，向下为正。上边界条件可以表示为 

q0(￡)一 )一砌 ) ， 

(1) 

K( )水力传导度(单位： 

这里q。(￡)为地表通量 (如人渗或蒸发)。在当今大多数陆面模型中， 

(2) 

取下面的拟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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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一Ks( ) (3) 
以及 

，一 ( ) ， ㈤ 
这里K 是饱和水传导率， 饱和土壤传导率， 饱和土壤水势，b是常数[3 。 

设 a(￡)是时刻 t陆地表面到潜水面 (运动边界)的距离。对于饱和区，有 

( ，￡)一 ， a(￡)≤ ≤ L， (5) 

这里L表示地表面到岩床深度，潜水面将饱和区与非饱和区分开。我们假设运动边界 

条件为 

[ )一 ) ] Oh( da， (6) 
这里 Qb(t)是基流 ， 是多孔介质流中的有效孔隙度 。初始条件为 

( ，0)一 ( )， 0≤ ≤ a(0) (7) 

及 

O(z，0)一 ， a(0)≤ ≤ L， (8) 

这里 是土壤孔隙度。土壤含水量分布 ( ，￡)以及地下水位 a(￡)通过应用 (1)、 (5) 

式以及边界条件 (2)、 (6)式，和初始条件 (7)、 (8)式求解。从顶薄层裸土蒸发 

(如 VIC模式中10 cm深度)，根区的植被蒸腾，以及非饱和区基流均结合于 (7)及 

(8)式。如果地下水位a(￡)已定，那么非饱和区土壤水分布O(z，￡)可以通过通常的数值 

模拟方法求得 (参见文献 [21～23])。在我们的研究中，a(￡)对非稳态条件动态确定。 

假设 
— —  ra(f) 

(￡)一 I O(z，t)dz． (9) 
J 0 

从对 (1)式在区间Eo，a(￡)]积分，并注意到(2)式和(6)式可得 

一

盅( +T／e)一qo(￡)一Oh(￡)， (10) 
在区间 (￡，￡+At)上积分，我们有 

+△￡) ￡)一 [ + ) (g。一QDd (11) 

非饱和区土壤水分分布 O(z，￡+△￡)和时刻 ￡+△￡的地下水位a( ，￡+△￡)，通过利用时间 

方向上的有限差分方法以及空间方向上的有限元集中质量法求解(参见文献[21~--23])。 

3 新发展的地下水模块与陆面模式 VIC的耦合 

3．1 VIC模式及其径流机制的改进 

Liang等 钆 详细描述了VIC模型。VIC是在基于格点网格上的能量与水分平衡方 

程的大尺度水文模型，典型的分辨率是从一度至几度的一个比率因子。这里的大尺度 

是指次网格空间变率可从统计上描述的临界尺度 。 。它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大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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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_33q 。VIC基于每一个网格上的土壤性质和植被分类计算网格上的垂直能量与水分 

通量。它包括土壤人渗能力的次网格空间变率表示、网格上植被分类及其比率，降水 

的次网格空间变化。VIC模型中，土壤层之间的下泄完全由动力驱动，其非饱和水传导 

率是土壤饱和度的幂函数 CampbellE~<。基流是利用非线性 ARNO形式，由最底层产 

生。为了计算人渗的次网格变率，VIC模型利用了基于Zhao等_3 。。]的变人渗容量方 

案。这个方案利用了一个空间概率分布描述可获得人渗容量作为网格相对饱和面积的 

函数，超过可获得人渗容量的降水形成地表径流。VIC模型用三层土壤柱，每层的深 

度对每一个网格标出。 

Liang和 XieE ]发展了在一个 

模型网格内同时动态考虑蓄满产流 

(Dunne)和超渗产流 (Horton) 

机制及土壤的次网格空间变率的地 

表径流机制。图 1是概化后研究区 

域或模型网格单元内部发生超渗产 

流和蓄满产流的典型水文概念。蓄 

满产流一般发生在靠近河道的地 

方，而超渗产流模式一般发生在一 

些远离河道且降雨超过人渗能力的 

地方。 

在 VIC模型中，新参数化方 

法的蓄满产流过程是按如下的办法 

图 1 在所研究的区域里蓄满产流(阴影区域)和 

超渗产流(虚线区域)示意图(引自文献[12]) 

计算的。VIC一3L有三层土壤层，分别是最表面的薄土壤层 (通常情况为离地表 10 

cm)、上层土壤层 (tg包括地表的薄层)和下层土壤层_】引，表面薄层主要用来反映如 

果有很小的降雨，那么立即会有裸地土壤蒸发，上层土壤层主要是来表示土壤对降雨 

过程的动态反应，而下层土壤层是用来表示季节性土壤湿度变化的。假设上层土壤含 

水能力在研究区域内或者模型网格单元内变化，土壤含水能力的空间变化主要是因为 

土壤土层的深度和土壤特性的各向异性而产生的，土壤含水能力的空间变化特性可以 

用一个空间概率分布函数表示如下_3 ： 

i—im[1一(1一A) r]， (12) 

其中，i和i 分别是点土壤含水能力 (VIC中也叫做人渗能力)和最大土壤含水能力 

(VIC也称作最大人渗能力)，A是土壤含水能力小于或等于i部分的面积比例，b 是土 

壤含水能力形状特征参数，这个参数是土壤含水能力空间变化的表征，定义为土壤上 

层最大水分含量，可以表示土壤特性的空间变异性。在新的参数化方法中，蓄满产流 

(用R 表示)发生在初始饱和的面积A 和在时段内变为饱和的部分 (A 一A )内 

(图2a)，超渗产流 (用 R 表示)发生在剩下的面积 1一A 上并且在整个超渗产流计算 

面积 (图2a虚线阴影部分)内重新分配，图2a中Rz的实际总量由图2b的Rz来确定。 

在图2a中，P表示时段步长 ( )内的总降雨量，降雨量 (也就是P)被分成蓄满产 

流 (R )和超渗产流 (Rz)以及人渗到土壤的总水量 (△W)，所有这些项都用长度单 

位来表示。图2a中符号w 表示在降雨P之前t时刻的土壤水分含量，同样用长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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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来表示。因为次网格尺度的土壤入渗率变化而引起的超渗产流变化在 1一A 面积比 

例上发生，这是以前版本 VIC地表径流没有考虑的一项。和研究区域土壤含水能力空 

间变化的概念类似，点的入渗潜力 (也就是用长度单位表示的土壤入渗能力)也随空 

间变化，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入渗能力和文献 [9，1o，18，403(请参阅上面解 

释)中的定义不同。 

姜 

枷 
爨《 一< 

_lJ 

图2 有关土壤上层图表 (引自文献 [123) 

(a)蓄满产流的土壤人渗能力的空问分布；(b)对于超渗产流的潜在人渗率的空间分布 

很多文献已经指出了入渗潜力的空间变化近似的不同表示方法，例如，Burgin和 

Luthin[4lj建议用基于一些入渗试验测量结果的三角形分配，其分配形式是下面分布形 

式当参数 B取 1时的一种特殊情况，分布可以表示为 

厂一fm[1一(1一C) 佃]， (13) 

这里厂和厂 分别是入渗潜力 (也就是人渗能力)和最大入渗潜力，C是入渗潜力小于 

或等于厂的面积比例，B是入渗潜力形状参数，它是入渗潜力空间变化的表征，定义 

为每一点地表浸润时的最大入渗率，公式 (13)中如果 B：1时，是 Standford模型 J 

所采用的空间分布形式。Loague和 Gander[ 。]报告过一个试验流域的入渗结果，该试 

验流域位于Experimental Watershed of Little Washita(USA)，流域面积 0．1 km ，流 

域内共有 157个人渗测量装置，他们的结论是对数正态分布比正态分布能更好地拟合 

数据。基于Berndtsson[4 ]在试验区的试验结果，Schaake等[453假设了流域入渗潜力呈 

指数形式分布。Berndtsson指出，Horton和 Philip方程的参数是空间变化的，但是所 

有参数变化和入渗累积总量的空间相关系数接近 1．0。Berndtsson的上述发现是基于北 

Tunisia一个 19．2 km2的 52个人渗测站的分析结果。因为没有足够的试验观测资料来 

支持这些分布类型，所以我们假设研究区域入渗潜力是按照 Burgin和 Luthin[4a 所建议 

的形式来分布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研究中，用公式 (13)来处理这个问题，公式 

(13)中的面积比例 C在 l—A 范围内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介于0和 1之间。为了保证 

通用性，在下面的推导过程中，我们用B，而不是用B一1，但是，在本文的数值试验 

和应用中，B仍然采用 l。另外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方法不仅仅局限于公式 (13)的运 

用，而是可以用在任何入渗潜力假设的空间分布。本文地下水模块与 VIC耦合模式中 

的数值模拟将用改进的径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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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发展的地下水模块与VIC模式的耦合 

对于VIC所用的三个土壤层，在每一个时间步，VIC的径流机制算出表面径流及 

人渗通量，作为地下水模式的入渗条件，计算土壤含水量及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并 

利用地下水模块求解土壤含水量时及调整地下水位，并用所求的土壤含水量在 VIC三 

层上作平均所得的含水量、求基流、求解蒸发与能量平衡等。下面的数值试验之一将 

是利用这样的耦合模块用于地下水位的动态模拟。 

4 数值模拟 

我们利用 VIC模型与新发展的地下水模块，以及气象和地下水井数据，进行数值 

模拟，并与实际观测比较。取观测井地下水位的数据作为实际观测的地下水位，取与 

该井相近的气象数据作为地下水模块的气象输入数据驱动模型，求得地下水位的动态 

变化，并与观测井的地下水位相比较。我们作如下两种数值模拟： 

(1)利用降水、最小温度和最大温度等强迫气象数据驱动用原径流机制的陆面水 

文模式 VIC，算出表面径流、基流及蒸发，从而求出入渗条件，由此作为地下水模块 

入渗输入并用观测的地下水位作为初始条件，驱动地下水模块，进行数值模拟。 

(2)利用上述强迫气象数据并用观测的地下水位作为初始条件，驱动地下水模块 

与具有改进的径流机制的VIC模型的耦合模式，进行数值模拟。 

对于上述两种模拟，将地面到岩层的深度 L剖分成 100层，地下水模块的空间步 

长为L／100．00。其地下水模块的时间步长取 At=24 h。 

我们取位于美国宾州 Allegheny County的 USGS观测井 AG700，以及 Dauphin 

Co untry的USGS观测井 DA350的数据作为井的观测资料，分别以这两个井附近气象 

站的气象资料作为强迫数据。AG700所在位置的纬度为40。37 34 ，经度为80。06 30 ， 

直径 15 cm，深度30．5 m；DA350所在位置的纬度为 40。21 18 ，经度为 76。46 22 ，直 

径 15 cm，深度68．6 m。与井AG700相近的气象站取为宾州 Allegheny country的Big— 

leverville站，其气象观测站代码为 366993，其纬度和经度分别为 40。30 N及 80。14 W， 

位于 Lower Allegheny流域。井 DA350相近的气象站取为宾州 Dauphin country的 

Middletown Harrisburg站，其气象观测 站代码 为 365703，其 纬度和经度分别 为 

40。12 N及 76。46 W，位于 Lower Susquehanna-Swatara流域。有关井的地下水位数据 

由USGS提供。对于每一个井，我们选择接近井的气象站取得对应气象数据，由 NC— 

DC提供。对于井 AG700与DA350，土壤参数和初始条件见表 1。 

表 1 井对应的土壤参数和初始条件 

L／m a(O) 岛 Ks／cm S-- 一吼／cm B 0 

AG700 4．4 2．48 0．25 0．476 3．47× 10—2 —21．8 4．90 0．041 

DA350 4．4 1．45 0．20 0．476 2．14× 1O一 一49．O 5．33 0．056 

4．1 利用原 VIC模型的输出作为地下水模块输入的地下水位模拟 

利用 VIC模型，我们从气象数据可以计算得到入渗数据及基流。利用地下水模块 

计算地下水位的时间变化以及模拟和观测的地下水位随时间变化的比较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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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井 AG700，这一站的气象数据 (1991年 9月 1日～1992年 8月31日)用来 

得到地表径流。将由VIC计算所得到的人渗和基流作为地下水模块的输入，并取初始 

地下水位为 2．48 m，计算得到地下水位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图 3a显示的是 1991年 9 

月 1日至 1992年 8月 31日的日降水时间系列。图 3b显示的是计算所得的地下水位与 

观测的地下水位的比较。对于井DA350，这一站的气象数据 (1990年 1月 1日～1990 

年 12月 31日)用来得到地表径流。将由 VIC计算所得到的人渗和基流作为地下水模 

块的输入，并取初始地下水位为 1．45 m，计算得到地下水位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图4a 

显示的是 1990年 1月1日至 1990年 12月31日的日降水时间系列。图4b显示的是计 

算所得的地下水位与观测的地下水位的比较。从图 3及图 4可以看出，地下水模型可 

以模拟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 

4．2 利用原 VIC模型与新发展的地下水模块的耦合模型的地下水位模拟 

我们利用VIC模型与新发展的地下水模块的耦合模型，以及气象和水文和地下水 

数据，进行数值模拟，并与实际观测 (图5)比较。图5a显示 1995年6月 1日至1997 

年 12月31日的日降水时间系列，图5b显示的是由VIC与新发展的地下水模块的耦合 

模型计算所得地下水位与观测的地下水位的比较。从图 5b可以看出，地下水模型可以 

模拟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证实模型的可操作性以及观测与模拟的地下水位有较好的 
一 致性。 

q  

g 
g 

* 
澄 

g 

割 

时间，d 

时间／d 

图5 1995年6月 1日~1997年 12月 31日模拟和观测地下水位 (井 AG700)的比较 

(a)降水的时间系列；(b)地下水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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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利用 VIC计算得出的入渗及基流用地下水模块进行的数值模拟以及利用新发展的 

地下水模块与 VIC的耦合模式所进行的数值模拟表明，模拟的地下水位与观测的结果 

是基本吻合的。本研究在捕获气候系统中广泛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改进地下水和土壤 

水区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以及开展气候变化对地下水的可能影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今后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有这些进展，我们的模型仍然有如下的改进空间，如 

地下水模块的分层应适当减少以减少计算量，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进展 

(将在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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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ameterization of Groundwater Table 

in a Land Surface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Xie Zhenghuï ．Liang Xu孙，and Zeng Qingcun ’ 

1)(J 5tit“tP of Atmospheric 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29) 

2)(University ofCalifornia，Berkeley，CA94720，USA) 

Abstract Field observations have shown that there are import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ate of soil moisture． Soil mois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not on1v in the energy and water budgets in the land—atmosphere system，but also in the drought and 

flooding，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ecological system ，and water-quality studies．Hence’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s and dynamic representations of groundwater table in a land surface model are of sig— 

nificance on cbH ate and water resources． W e present a new numerical modeI for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groundwater table by using the mass-lumped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rough reducing it tO a moving 

boundary problem on saturated and unsaturated zone，which is coupled with a land surface model VIC． 

Numerica1 simu1ations shows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ground—well observations and the simulated 

groundwater tables that are obtain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newly developed model and VIC． 

Key words：moving boundary problem；groundwater table；land—atmospher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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