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了解多年冻土内部的水热过程对寒区工程规划和建设的辅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 冻土的水分

迁移与温度变化密切相关，然而传统的经验模型局限性大，对水热物理过程考虑不足；陆面过程模型

所需的驱动数据多且很难准确模拟深层土温，尽管数值模型在工程上应用的比较多，但很少应用到冻

土的演化过程中 . 基于非饱和土壤渗流和热传导理论，实现了冻土水分场与温度场的水热耦合数值模

拟 . 以唐古拉综合观测场为例，将数值模拟结果与观测数据进行对比，验证水热耦合数值模拟的有效性 .

结果表明：模型对土壤温度模拟效果较好，15 m以上R2在0. 88以上，RMSE在1 ℃以内；水分模拟尚

可，但仍存在一定误差，R2在0. 7以上，RMSE在7. 65%以内 . 模拟的活动层厚度约3. 6 m，年平均地温

所在的深度约为15 m，与实测值基本一致 . 该水热耦合模型可用于研究多年冻土区土壤水热变化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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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的数据监测表明，在全球

变暖的背景下该区域大面积多年冻土发生了显著

的退化 . 通过建立冻土模型提升对多年冻土内部的

水热过程的模拟，提高多年冻土区重大工程适应

气候变化的能力，是多年冻土研究的重要课题 . 早

期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建模一般采用经验 - 统计

模型，如程国栋等［1］的高程模型；南卓铜等［2］利用

的年平均地温模型和扩展的地面冻结数模型［3］；李

新等［4］利用的高程模型与冻结数模型 . 他们都是通

过经验 - 统计的方法进行冻土分布模拟，其缺少

物理机制，对冻土变化的物理过程考虑较少，对

模拟未来冻土变化趋势不灵活，存在较大的局限

性 .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通过耦合冻土模块的陆面过

程模型开展了单点的水热过程模拟，赵林等［5］、肖

瑶等［6］、胡国杰等［7］分别利用 SHAW、CoLM、

COUPMODEL模型在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唐古

拉站点做了适用性评价；陈浩等［8］利用Noah模型

对黑河上游两个典型站（大冬树山垭口和阿柔）的

水热过程进行模拟 . 尽管陆面过程模型或多或少增

加了冻土参数化方案，但陆面过程模型强调表层

热交换的模拟，对冻土区的深层土壤模拟能力不

足且需要较多的驱动数据，如想模拟深层土壤水

热情况，需要进一步改进冻土的参数化方案，以

达到对深层土壤水热的模拟能力 . 近些年水热耦合

模型在冻土工程的应用比较广泛，如 Harlan 1973

年建立系统模型［9］，即Harlan模型，该模型第一次

综合分析和描述了土壤在冻结过程中水热的耦合

运移过程；胡和平等［10］采用有限差分法对土壤冻

结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将未冻区和冻结区

看作一个整体，建立了土壤水热耦合运移的数学

模型 . 李述训等［11］在 1996年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

究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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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得不同深度的土温，并可大致判断多年冻土

的下限位置 . 南卓铜等［12］在李述训等［11］的基础上，

对未来 50 a与 100 a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变化进行情

景预测 . 在模型的输出中，可根据温度判断多年冻

土的下限、活动层的年内年际变化情景 . 汪仁和

等［13］根据人工多圈管冻结模型试验，在ADNA有

限元程序中实现了水热耦合的数值模拟；杨更社

等［14］应用了Femlab软件对寒区大阪山隧道出口段

围岩温度场和水分场进行了数值模拟；刘畅等［15］

基于冻结条件下水热耦合迁移的数学模型，采用

中心差分格式并用线性化迭代法求解，对现场土

壤冻结过程进行了模拟；明锋等［16］利用Clapeyron

方程来描述冻土内温度、冰压力和水压力的关

系，根据质量守恒原理和能量守恒原理，建立一

维非饱和冻土水热耦合模型；李杨等［17］建立的基

于多孔介质理论的季节冻土水热迁移耦合模型，

与长春-松原公路路段实际监测结果进行了对比，

温度和含水率的计算结果都与实测结果的趋势基

本一致 . 虽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水热耦合研

究，但其是针对工程需要或是在试验条件下进行

的，很少应用到冻土的演化过程中去模拟深层土

壤水热情况 . 本文从热传导和水分平衡方程出发，

全面考虑浅层和深层地温、水分的模拟，利用

COMSOL Multiphysics有限元软件，从而建立一个

基于物理机制的水热耦合模型 . 由于青藏高原实测

资料不足，应当把遥感数据作为重要的数据源输

入模型，既能体现数值模型的优势，又能满足冻

土地温模拟精度要求 . 本文建立的模型参数少，可

扩展性强，只需要研究区的水热上下边界条件、

土壤参数，就可模拟研究区的水热情况 . 模型支持

遥感数据作为上边界，为模型未来应用到整个青

藏高原面来研究冻土水热过程变化奠定了基础 .

1 数学模型

1. 1 模型假设

模型以一维热传导方程和水分迁移方程为基

础，以未冻水方程为联系方程，通过限制一定的

边界条件进行计算，实现水热耦合 . 由于冻土是一

个复杂多变的物理体，在建模过程中要作一系列

的假设，使复杂问题简单化：1）假定土壤分层

时，土壤骨架无膨胀和收缩变形，每一层土体均

匀连续且各向同性；2）水热运动主要发生在垂

向，可近似一维问题；3）水分迁移符合非饱和土

壤渗流，不考虑冰晶的迁移，忽略气相的影响；

4）不考虑因溶质迁移引起的水热参数变化；5）当

土壤完全冻结时，未冻水的多少随土质、盐分、

冰晶等变化而变化 . 文中当土壤完全冻结时，未冻

水假定为一个确定的值 .

1. 2 温度场控制方程

天然条件下的多年冻土温度场，可用热传导

方程和定解条件来近似的描述：

C∂T∂t =λ∂2T
∂x2 （1）

式中：C为土体的比热容（J · kg-1 · ℃-1）；λ为土体

的导热系数（W · m-1 · ℃-1）；x、t为空间和时间变

量；T为当前土体的温度 . 由于冻土中的水是由液

态水、冰、未冻水构成的，它与土体的导热系数

和体积热容量密切相关 . 根据Govaerts等［18］研究的

基础上，将土体的热容量和导热系数拆分为干

土、水、冰三者的加权和，将土体中的干土、

水、冰的关系用以下方式处理：

θm = 1 - θ，θf = θ' · Θ，θi = θ' - θf （2）

式中：θm为单位土体中干土所占的比例；θ为孔隙

度，不同的土壤类型，它的取值不同；θf为单位土

体中液态水所占的比例；参数Θ随相变过程而变

化，是一个 0 ~ 1 之间的值，与土壤的温度有关；

θ′为含水体积比；θi为单位土壤中冰所占的比例 .

当土体中的水热发生相变时，土体的热容量

和导热系数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 因此，将冻土的热

容量用干土、水、冰各成分的加权的和来表示：

Ceq = θm ρmcm + θf ρf
æ
è
ç

ö
ø
÷cf + ∂Θ∂T L + θi ρi

æ
è
ç

ö
ø
÷ci + ∂Θ∂T L （3）

式中：Ceq为等效容积热容量（J · ℃-1 · m-3）；ρm、

ρf、ρi、分别为干土、水、冰的密度（kg · m-3） .

cm、 cf、 ci 分别为干土、水和冰的热容量 （J ·
kg-1 · ℃-1）；L为冻土/融土放出或吸收的热量，取

333. 6 kJ · kg-1. 冻融过程中涉及了冰-水相变，其

中，cm和土壤类型有关，cf、ci则为常量 . 同样的，

冻土的导热系数也分为干土、水、冰各成分的加

权的和来求得：

λeq = ( )θm λm + θf λf + θi λi

2
（4）

式中：λeq为土体的等效导热系数（W · m-1 · ℃-1）；

λm、λf、λi分别为干土、水、冰的导热系数 .

1. 3 水分场控制方程

根据质量守恒原理，可建立一维水分连续方

程，其迁移变化遵循达西定律 . 根据Richard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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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t = ∂∂x éë ù
û

D( )θ' ∂θ'∂x +K ( )θ' ∂θ'∂x （5）

式中：x、t为空间和时间变量；D（θ′）为水分扩散

率（m2 · s-1）；K（θ′）为导水率（m · s-1）；θ′为含水体

积比 . 模型中应用的土壤水力学参数主要参考

Clapp 等［19］的工作 .

土壤非饱和导水率K（θ′）为：

K ( )θ' =Ksat
æ

è
ç

ö

ø
÷

θ liq
θsat

2b + 3
（6）

式中：Ksat为饱和导水率（m · s-1）；b为持水度曲线

指数 . 本文的b值是通过唐古拉土壤颗分情况，结

合VIC和Noah模型的土壤参数表给出 .

水分扩散率D（θ′）计算如下［20］：

D( )θ' =Dsat
æ

è
ç

ö

ø
÷

θ liq
θsat

b + 2
（7）

式中：Dsat为饱和水分扩散率（m2 · s-1）；θliq为实际

含水体积比；θsat为饱和状态下的含水体积比；b为

持水度曲线指数，取值同导水率的一致 .

1. 4 联系方程

冻结土壤中，未冻水含量是温度的函数，即：

θu=θu (T) （8）

式中：θu（T）为土壤负温下可能的最大未冻水含量 .

本文使用徐学祖等［21］的实验研究得到的结果：

θu = a ||T b
（9）

式中：a、b为经验值，通过唐古拉观测场实验拟

合获得 . 未冻水含量和负温保持平衡关系 . 在冻融

区，冰水相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里引入Heavi-

side阶梯函数来处理相变过程，用H（X）表示，其

具有如下性质：

H ( )X ={0，X＜0
1，X＞0 （10）

COMSOL Multiphysics 提供了一个用 MAT-

LAB语言编写的函数来使用阶梯函数［22 - 23］，表达

式为Y=flc2hs（X，SCALE）. 式中：X为当前土层

的温度；SCALE 为相变区间 . 当 X < －SCALE

时，函数值为0；当－SCALE < X < SCALE时，函

数值Y从0平滑到1；当X > SCALE时，函数值为

1. 式（1）~（10）就是在冻结条件下，土壤水热耦合

运移的基本方程、参数方程以及联系方程，再取

适当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就可以解出温度场和

水分场 .

1. 5 模型实现

COMSOL Multiphysics 是一款大型的高级数

值仿真软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

以及工程计算，它具有强大的多物理场直接耦合

能力和求解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能力 . 本文根据

COMSOL Multiphysics 3. 5a 中的泛用型偏微分方

程模块（PDE模式），进行二次开发，建立冻土的

一维水热耦合数值模型［24］. 首先，选取与热传导

方程和水分迁移方程对应的泛用型偏微分方程，

再定义所求的因变量T与 θ′，默认为 u. 然后，建

立几何模型，将土壤分为 5 大层，分层标准和方

案根据唐古拉钻孔资料对土层定性描述［26 - 27］，然

后进行各层土壤参数的设置，见表 1、表 2、表

3. 其中，表 1 为模型中的标量表达式，表 2 和表

3 为常量表达式 . 相变区间是在 Govaerts［18］的基

础上取的，第 1、2 层土壤为 （- 0. 5 ~ 0. 5 ℃），

第 3、4层土壤为（- 0. 2 ~ 0. 2 ℃），第 5层土壤为

符号

HT

Sm

Sf

Si

C

λ

d

k

名称

相变函数

干土体积比

液态水体积比

冰体积比

等效热容量

等效导热系数

水分扩散率

导水率

表达式

flc2hs（T，dT）

1 - e

HT*（V_w - 0. 08）+ 0. 08

（V_w - Sf）/0. 9

Sm*rhos*Cs +（V_w*（T > dT）+ Sf*（T < = dT&T > = - dT）+ a*（abs（T））̂ b*（T < - dT））*rhow*（Cw + L*diff

（HT，T））+（V_w/0. 9*（T < - dT）+ Si*（T < = dT&T > = - dT））*rhoi*（Ci + L*diff（HT，T））

（Sm*lams（̂1/2）+（V_w*（T > dT）+ Sf*（T < = dT&T > = - dT）+ a*（abs（T））̂ b*（T < - dT））*lamw^（1/2）

+（V_w/0. 9*（T < - dT）+ Si*（T < = dT&T > = - dT））*lami^（1/2））^ 2

DW*（V_w/e）^（BB + 2）*HT

DK*（V_w/e）^（2*BB + 3）*HT

表 1 模型中的标量表达式

Table 1 Scalar expressions in the numerical model

注：T为土壤温度；dT为相变区间；V_w为总水量；HT、Sm、Sm、Si、C、λ、d、k分别代表5层土壤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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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 0. 1 ℃） .

软件中的偏微分方程和边界条件表达式为：

ea∂u/∂t2 + da∂u/∂t + ∇·Γ =F （11）

-n·Γ =G + ( )∂R/∂T T
μ =F；R = 0 （12）

-n·Γ =G （13）

式中：ea 为质量系数；da 为阻滞系数；u 为因变

量； ∇ 为微分算子 ( )∂/∂x ；Γ为通量向量；F为源

项；n为边界Γ的外法线方向；G为常数；μ为拉格

朗日乘子；R为表达式 . 以上变量均可定义为相应

的常数或表达式 . 式（12）为Dirichlet边界条件，将

其作为下边界条件 . 温度下边界条件为此处地中热

流，可通过导热系数和地温梯度求得；水分下边

界体积含水量为 0. 08，此值是根据SHAW模型［28］

对未冻水的考虑来确定 . 式（13）为 Neumann 边界

条件，将其作为上边界条件 . 温度上边界为实测

2 cm土温，水分上边界为实测5 cm土壤水分 . 初始

条件均来自观测数据，包括土壤剖面温度和液态

水含量 .最后把式（1）、（5）转换为COMSOL提供的

泛用型偏微分方程组的形式：

ì
í
î

ï

ï

C·( )∂T/∂t + ∇( )-λ·Tx = 0
∂θ'/∂t + ∇[ ]-D( )θ' ·θ'x =K ( )θ' ·θ'x （14）

式中：Tx、θ′x为因变量T、θ′对空间变量x的一阶偏

导，即 ∂T/∂x， ∂θ'/∂x .

至此，通过式（11）将式（1）、（5）转化成便于

COMSOL 计算的形式，即式（14）. 然后进行网格

剖分，划分后有 54个单元，最后求解方程组，输

出各层的土壤温度和水分 .

1. 6 模型特点

本文在南卓铜等［12］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1）模型在土壤分层的基础上建立热传导和水

分迁移方程；2）模型进一步细化了土壤分层，考

虑了冻结/融化锋面的相变过程、土壤水的动态变

化以及冻土中的未冻水，将冻土的体积热容量和

等效导热系数拆分为土体、水、冰三者的加权

和；3）模拟了典型多年冻土区唐古拉监测点的深

层土壤的水热变化 . 在青藏高原数据较少的情况

下，模型可以将遥感数据作为地表温度和土壤水

分的上边界条件，模拟整个高原面的水热变化情

况，以此了解整个高原的冻土分布情况以及预测

未来的冻土变化趋势 .相比陆面过程模型，本模型

需要较少的驱动数据，可扩展性强，只需要水热

上下边界条件、研究区的土壤参数，就可较好的

模拟深层土壤温度与水分 .

2 应用案例

2. 1 试验点介绍

本文选唐古拉站点做验证，它是一个综合观测

场，有全面的试验数据 . 唐古拉综合观测场（91°

56′ E，33°04′ N）位于唐古拉山中段青藏公路沿线北

坡冲洪积扇面上，地势平缓 . 该地位于青藏高原

G109国道附近，海拔5 100 m，下垫面为典型低温

多年冻土，活动层厚度约为3. 5 m，全年冻结期为9

个月左右 . 地下多年冻土较发育，地处连续多年冻

土区 . 植被类型为高寒草甸，呈小块状覆盖，覆盖

度大约为 20%～30%，植被最高高度约为10 cm. 土

壤以黏土为主，土壤颗粒松散，有少量粉砂和砾

石，砾石的直径大小不一，磨圆度较好 . 降水主要

集中在 5 - 9 月，此时段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

的 92%，降水强度以小雨为主 . 年平均气温为- 6

~ - 4℃. 唐古拉观测场处于季风性气候与大陆性气候

交界处，属于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半干旱区，在这里

展开冻土水热过程的模拟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

2. 2 数据和参数

为了保持单位一致，文中所有参数都采用国

际制单位 . 模型输入的数据为0 cm的土壤温度和土

壤水分，但唐古拉观测场实测资料为2008年1月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逐日 2 cm 的地温以及 5

cm的水分数据 . 模型的上边界条件为 0 cm的土壤

温度和土壤水分，而气象站观测的数据是 2 cm处

的土壤温度和 5 cm处的土壤含水量，这会给模拟

结果带来一定的误差［30］. 在青藏高原，有关土壤导

水特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冻融过程中土

壤导水特征研究更少 . 因此，模型中的饱和水分扩

散率和饱和导水率是一个定值 . 而相关研究表

明［25］，它们会随冻结过程变化而变化 . 再者，冻土

导热系数和热容量的不确定性会对模拟结果产生一

定影响，而模型计算中是通过各分量的加权和来求

得 . 模型中土壤的干土密度、干土比热、干土导热

系数是根据唐古拉观测场的土壤颗分情况［7］得到

的，孔隙度、持水指数、饱和水分扩散率、饱和导

水率根据Noah 和VIC参数表综合权重给出，由于

土壤性质异质性强，文中会在合理范围内对土壤参

数进行调整 . a、b经验值是根据观测场试验结果拟

合的未冻水含量与负温的关系得到 . 冻土水热耦合

数值模拟所需要的温度场参数与水分场参数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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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3. 值得说明的是，冰水相变的判断区间并不是

一个固定的值，本文根据Govaerts［18］的基础上取得 .

2. 3 模拟结果

2. 3. 1 土壤温度场的模拟

冻土层的形成、分布、发展决定于地壳表层

的温度状况，能准确模拟整个剖面温度对了解寒

区冻土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 图 1 给出了 0. 02 ~

34. 5 m之间不同深度的土壤温度模拟值与日平均

观测值的对比 . 可以看出，不同深度的土壤温度的

模拟值与观测值吻合的较好，表层土壤体现了土

壤温度的季节变化，除 15 m 土层以下，R2 都在

0. 88以上 . 活动层厚度大约在3. 6 m处，年平均地

温深度大约在 15 m处，这与唐古拉观测场的观测

结果基本一致 . 浅层土壤 0 ~ 50 cm的模拟值与观

测值相当一致，R2达0. 98以上，RMSE均在1 ℃以

内；深层土壤（15 m以下）温度模拟也不错；0. 9 ~

5 m之间土层的温度随着深度的增加，模拟结果与

实测值出现了偏差，这可能与深层土壤层与层之

间间隔较大，土壤质地不均一，土壤结构参数、

水热参数变化较大有关 . 但是模拟温度值逐日变化

趋势与观测结果一致 . 从 11 m开始，土层温度逐

渐趋于稳定，在15 m处达到了年平均地温深度处 .

由于下边界不够准确，上层模拟带来的累计误

差，第5大层间隔较大且土壤参数为均一值，深层

实测土壤温度仍有相对较小的波动，但模拟温度

趋于一个稳定的值，使得 15 m以下土温模拟结果

与实测值有偏差，R2都在0. 5以下，但模拟值与实

测值的整体偏差都在0. 05 ℃以内 .

对不同深度的土壤温度的模拟值和观测值进

行相关分析与误差分析（表 4）. 由表中的统计结果

可以清楚的看到，模型对多年冻土区活动层和深

层土壤的温度值模拟比较成功 .

2. 3. 2 土壤水分场的模拟

多年冻土区活动层的土壤水分是水热耦合模

型的重要参数，土壤温度与水分相关性高，土壤

液态水含量的变化与温度的变化密切相关［29］. 水热

相变过程所释放的热量会对温度产生影响，因

此，土壤水分的模拟是多年冻土区的关键问题之

一 . 我们将土壤含水量与观测值进行比较，从图2

可以看出，浅层土壤5 cm、10 cm模拟结果与观测

值相当接近，吻合的相当好，R2达 0. 95以上 . 其

他层 1 - 5月模拟结果与观测值基本一致，其他月

份差可能是因为未冻水考虑不充分，土壤异质性

强且土壤参数不易获取，引起水分参数的变化 . 水

分模拟在融化期基本不变与此深度的温度有很大

关系 . 模型在处理冰水相变过程还不完善，当温度

达到融化的临界点时，冰即刻变成了水，使得水

分曲线基本成了一条直线，而冰融化需要一个过

程 . 模型中的饱和水分扩散率和饱和水分导水率给

的定值，这也会给模拟结果带来一定的误差 .

土层
符号
单位

1

2

3

4

5

深度H/m

0 ~ 0. 12

0. 12 ~ 0. 92

0. 92 ~ 1. 88

1. 88 ~ 3. 02

3. 02 ~ 35

水 (冰)密度 ρw

（ρi）/（kg·m-3）

997（918）

997（918）

997(918)

997（918）

997（918）

干 土 密 度
ρs/（kg·m-3）

2 042

2 226

2 822

3 340

2 868

孔隙度e

0. 434

0. 421

0. 2

0. 476

0. 2

水(冰)比热
Cw（Ci）/（J

·kg-1·℃-1）

4 185（1 835）

4 185（1 835）

4 185（1 835）

4 185（1 835）

4 185（1 835）

干土比热 Cs/
（J·kg-1·℃-1）

805

790

920

599

697

水(冰)导热系数
λw(λi)/

（W·m-1·℃-1）

0. 54（2. 37）

0. 54（2. 37）

0. 54（2. 37）

0. 54（2. 37）

0. 54（2. 37）

干土导热系数
λs/

（W·m-1·℃-1）

5. 42

4. 85

4. 85

4. 85

4. 85

表 2 模型输入土壤质地参数

Table 2 Soil parameter values used in the model

表 3 模型输入的水分参数

Table 3 Water parameter values used in the model

土层符号

1

2

3

4

5

深度H

0 ~ 0. 12

0. 12 ~ 0. 92

0. 92 ~ 1. 88

1. 88 ~ 3. 02

3. 02 ~ 35

未冻水经验值a

0. 1096

0. 0619

0. 0453

0. 1063

0. 1178

未冻水经验值b

- 0. 2366

- 0. 4710

- 0. 7253

- 0. 3010

- 0. 2254

持水度指数BB

4. 79

8. 393

2. 79

4. 18

2. 79

饱和水扩散率Dw

8. 050×10-6

3. 404×10-5

8. 396×10-5

5. 140×10-6

1. 360×10-4

饱和导水率Kw

9. 89×10-6

4. 19×10-5

9. 64×10-5

1. 41×10-5

1. 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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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4

-6

（m）15m

观测值
模拟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土
壤

温
度

/℃

（n）20m

观测值
模拟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o）34.5m

观测值
模拟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份 月份 月份

2

0

-2

-4

（j）3.6m

观测值
模拟值

土
壤

温
度

/℃

（k）5m

观测值
模拟值

（l）11m

观测值
模拟值

5

0

-5

-10

（g）1.4m

观测值
模拟值

土
壤

温
度

/℃

（h）2.4m

观测值
模拟值

（i）2.8m

观测值
模拟值

20

15

-5

-10

-15

0

（d）0.2m

观测值
模拟值

土
壤

温
度

/℃

（e）0.5m

观测值
模拟值

（f）0.9m

观测值
模拟值

深度/m

0. 02

0. 05

0. 1

0. 2

0. 5

0. 9

1. 4

2. 4

R2

0. 99

0. 99

0. 99

0. 99

0. 98

0. 93

0. 94

0. 97

ME/℃

- 0. 05

0. 02

- 0. 12

- 0. 40

0. 35

- 0. 24

- 0. 25

0. 05

RMSE/℃

0. 90

0. 68

0. 56

0. 88

0. 88

1. 61

0. 79

0. 36

深度/m

2. 8

3. 6

5

11

15

20

34. 5

-

R2

0. 89

0. 93

0. 93

0. 91

0. 88

0. 42

0. 15

-

ME/℃

- 0. 25

0. 03

0. 04

- 0.03

- 0. 02

0. 01

0. 03

-

RMSE/℃

0. 64

0. 47

0. 33

0. 06

0. 03

0. 02

0. 03

-

表 4 不同深度土壤温度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分析

Table 4 Simulated and observed soil temperatures at different depths

20

10

0

-10

-20

（a）0.02m

观测值
模拟值

土
壤

温
度

/℃

（b）0.05m

观测值
模拟值

（c）0.1m

观测值
模拟值

图 1 观测和模拟的不同深度日平均土壤温度

Fig. 1 Observed and simulated daily mean soil temperatures at different depths

2

0

-2

-4

-6

2

0

-2

-4

-6

20

10

0

-10

-20

20

10

0

-10

-20

20

15

-5

-10

-15

0

0

-1

-2

-3

-4

0

-1

-2

-3

-4

0

-1

-2

-3

-4

0

-1

-2

-3

-4

10

5

-5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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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45cm

观测值
模拟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份

0.3

0.25

0.2

0.15

0.1

0.05

0.2

0.15

0.1

0.05

0

（g）175cm

观测值
模拟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土
壤

体
积

含
水

量

（i）280cm

观测值
模拟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份 月份

0.4

0.3

0.2

0.1

0

（e）105cm

观测值
模拟值

0.25

0.2

0.15

0.1

0

0.05

0.2

0.15

0.1

0.05

0

（d）50cm

观测值
模拟值

土
壤

体
积

含
水

量

（f）140cm

观测值
模拟值

0.25

0.2

0.15

0.1

0

0.05

0.3

0.25

0.2

0.15

0.1

0.05

（b）10cm

观测值
模拟值

0.25

0.2

0.15

0.1

0.05

（a）5cm

观测值
模拟值

土
壤

体
积

含
水

量

（c）20cm

观测值
模拟值

0.3

0.25

0.2

0.15

0.1

0.05

2. 45 m以上土层R2在0. 8以上；20 cm土层模拟值

在暖季的含水量被低估；50 cm、105 cm、140 cm、

175 cm土层的模拟值部分被高估 . 这与模型处理冰

水相变的过程有一定的关系，再者有些层观测到的

土壤含水量的值部分为0，也可能是导致模拟结果

较差的原因之一 . 这些土层部分值为0是由于仪器

探针与土壤接触状态发生了变化，还是其他方面的

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 245 cm、280 cm土层的

模拟值从8月开始被严重低估，这可能是对未冻水

的考虑不足以及上层模拟结果带来的误差所致 .

3 讨论

根据已有的研究，SHAW［5］、COUPMODEL［7］

模型在唐古拉观测场作了适用性评价 . 两个陆面过

程模型模拟结果也与 2008年唐古拉观测场的温度

与水分实测数据进行对比 . 表6给出了三个模型的

模拟温度和水分的R2与RMSE对比 .

从表中可以看出，数值模型整体上模拟结果

不错，土壤温度的R2都在 0. 89以上，均方根误差

在1 ℃以内；水分的R2在0. 7以上，均方根误差在

7. 65%以内 . 数值模型模拟的部分土层的结果要好

于其他两个陆面过程模型，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

模型是可靠的 .

尽管数值模型模拟的结果与实测值基本一

致，但仍存在一定的误差 . 误差的原因可能有：1）

模型的建立是对复杂的自然界进行模拟，不可能

表 5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模拟值与观测值对比分析

Table 5 Simulated and observed soil moisture at different depths

深度/m

0. 05

0. 1

0. 2

0. 5

1. 05

R2

0. 98

0. 95

0. 86

0. 94

0. 93

ME/%

0. 08

- 1. 29

- 2. 38

2. 16

3. 59

RMSE/%

0. 85

1. 92

3. 98

3. 22

4. 46

深度/m

1. 40

1. 75

2. 45

2. 8

-

R2

0. 89

0. 81

0. 81

0. 70

-

ME/%

2. 49

0. 01

- 2. 64

- 4. 79

-

RMSE/%

3. 61

3. 16

5. 14

7. 65

-

图 2 观测和模拟的不同深度日平均土壤含水量

Fig. 2 Observed and simulated daily mean unfrozen soil moisture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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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参数进行量化，且模型的建立需要考虑诸

多因素 . 在模型建立过程中，为了方便计算，必然

会对实际情况进行一些简化处理，也就是预先设

定一系列的假设，这必然会给模型的计算结果带

来误差；2）模型的求解是建立在实测土体参数基

础上 . 因此，土壤水热参数、变量以及边界条件的

确定很大程度上决定模型模拟的结果 . 鉴于实验测

定的复杂性和实验条件的限制，参数的测定对模

型的准确性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冻土作为一种复

杂的多相体，涉及到水、热、力等一系列的物理

化学变化过程，水热参数随着时间与空间变化而

变化 . 但模型中每层土壤参数取的都相同，这也必

然会造成误差；3）目前模型中很多参数是由经验

公式获得的 . 但迄今为止的水热参数经验公式还不

完善，还没有完全解决其机理性问题，在应用到

不同的下垫面中模拟时需要做相应的改进；4）模

拟结果与观测值进行对比时，观测值受仪器精

度、监测方法、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本

身也存在误差 .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模拟结果与

实测值有偏差，如何在模型中将各种因素考虑进

去以缩小误差，把结果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待

进一步研究 .

本文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建立模型，并在唐

古拉观测场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可知建立的模型

是可靠的 . 由此也可以看到，数值模拟方法简单，

不需要气象驱动数据、植被、积雪等参数，只需

要表层 0cm 的土壤温度和水分值作为驱动数据，

设定好上下边界条件、研究区的土壤参数，就可

较好的模拟青藏高原典型区深层土壤温度 . 再者，

在高原数据少的情况下，模型可将遥感数据作为

驱动数据，易于用到整个面上，可了解整个青藏

高原面的土壤水热情况，进而得到整个高原面的

冻土分布图以及了解未来的冻土发展变化趋势 .

4 结论

本文基于物理机制，建立的一维水热耦合模

型在唐古拉观测场得到验证 . 结果表明：模型较好

的模拟深层土壤温度，基本能够精确模拟活动层

厚度和年平均地温所在的深度，15 m以上土层温

度的 R2都在 0. 88 以上，误差在 1 ℃以内 . 模拟的

活动层厚度约 3. 6 m，年平均地温所在的深度约

15 m，与观测值基本一致 . 模型对水分模拟结果较

差，但整体趋势变化一致 . 2. 45 m以上水分的R2

在 0. 81以上，模拟结果仍有一定的可信度，可用

于研究多年冻土区土壤水热变化规律 . 为提高模拟

精度，获取准确的驱动数据以及改进模型的土壤

水热参数化过程，提出适合于高原地区的冻土参

数化方案，将模型应用到整个高原面十分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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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standing of water and heat processes of permafrost is crucial for engineering planning and con-

struction in the cold regions. Moisture migration in the frozen soil is closely related to temperature changes. How-

ever，traditional empirical models take insufficient account of water-heat physics. Land surface models need a lot

of driving data and are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simulate deep soil temperature. Numerical model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to engineering in cold regions but rarely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permafrost. This study developed a numer-

ical simulation model coupling the soil moisture and temperature field of permafrost，based on the water flow

theory of unsaturated soil and the heat transfer theory. To verify the model，a case study was carried out at the

Tanggula site where complete permafrost observations are availabl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odel performs

well in soil temperature simulation，15 m within an R2 above 0. 88 and an RMSE less than 1 ℃. The performance

of soil moisture simulation is acceptable，with an R2 above 0. 7 and an RMSE less than 7. 65%. The estimated ac-

tive layer thickness is about 3. 6 m，and the depth of zero amplitude of soil temperature is approximately 15m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measured depth. The developed model is concluded to be applicabl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soil water flow and heat transport in permafrost underlain areas.

Key words：frozen soil；numerical model；soil temperature；soil moisture；coupled water flow and heat trans-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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