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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定量测定沙丘向丘间地水分供给量的
观测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测定沙丘对周边丘间地的
水分供给数量的观测装置及方法。装置包括：
由
汇水筒、
漏斗以及自计式雨量计组成的土壤深层
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由弧形阻水板、
汇水筒、
漏斗
以及自计式雨量计组成的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
入渗观测装置。方法为：
将上述两个装置埋于沙
丘坡面土壤中 ，
收集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土
壤中水分侧渗量并通过数据采集线输出给数据
采集仪。
本装置可以测定沙丘土壤非冻结期不同
时段的对丘间地的水分供给数量，
为明确沙地沙
丘－丘间地系统的水分平衡过程提供试验依据，
阐明沙地生态系统中沙丘集水作用的数量和生
态效应，
为建立持续稳定的固沙植被提供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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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定量测定沙丘向丘间地水分供给量的观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包括汇水筒、漏斗以及自计式雨量计；
埋于沙丘坡面土壤
中，
用于收集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并通过数据采集线输出给数据采集仪；
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包括弧形阻水板、汇水筒、漏斗以及自计式雨量
计；
埋于沙丘坡面土壤中，用于收集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和侧渗量并通过数据采集线输
出给数据采集仪；
所述汇水筒为金属材质、
圆筒状，
直径为D米、
高度为H1米，
底部与漏斗上边沿无缝隙焊
接，
用于阻挡汇水筒内的土壤中水分横向流失；
所述漏斗为金属材质，
直径为D米、
高度为H2米，
最下方与自计式雨量计连接，用于将其
内部土壤中水分引流入自计式雨量计；
所述弧形阻水板为金属材质，
半圆筒状，
直径为D米、
高度为H米，
底部与汇水筒上边沿
无缝隙焊接，用于当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埋于沙丘坡面时，
阻挡因坡面造成
的土壤中水分侧向流失；
所述自计式雨量计通过数据采集线连接数据采集仪，
并且其底部开孔连接排水管，
所
述排水管上设置有排水阀；用于对其收集的水分进行测量，
并接收数据采集仪输出控制信
号定时打开或者关闭排水阀排水或储水；
所述自计式雨量计外面设置有保护套筒，
用于保护自计式雨量计防水防冻。
2 .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量测定沙丘向丘间地水分供给量观测装置的观测方
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土壤深层入渗观测：
步骤1 .1：
第一年秋季，
在选定的沙丘坡面上定点埋入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深
度为H米，
将数据采集线一端连接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的自计式雨量计输出端，
另一
端露于土壤表面；
步骤1 .2：
按照原来土壤层次复原填土，
且在漏斗最下方往上20厘米处用粗砂填加，
并
施水进行沉降；
步骤1 .3：
从第二年春季至土壤冻结期止进行观测，
将数据采集仪连接露于土壤表面的
数据采集线，
通过数据采集仪设置观测周期为12小时，
实时采集12小时内的土壤中水分垂
直入渗量M，
并于当前观测周期结束时，
输出控制信号给自计式雨量计的排水阀，
排空自计
式雨量计中水量，
再关闭排水阀，
重新观测12小时内的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M；
沙丘－丘间地之间水分侧向运移观测：
步骤2 .1：
第一年秋季，
在沙丘－丘间地分界线沙丘方向，
比邻分界线临近位置下方土
壤中埋设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深度为H米，
将数据采集线一端连接土壤深层水分入
渗观测装置的自计式雨量计输出端，
另一端露于土壤表面；
在沙丘－丘间地分界线沙丘方向，
比邻分界线临近位置下方土壤中埋设土壤深层及侧
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使得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的弧形阻水板上边沿与土壤
地表平齐，
将数据采集线一端连接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的自计式雨量计输出端，
另
一端露于土壤表面；
步骤2 .2：
按照原来土壤层次对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
观测装置进行复原填土，
且均在漏斗最下方往上20厘米处用粗砂填加，
并施水进行沉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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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3：
从第二年春季至土壤冻结期止进行观测，
将数据采集仪连接露于土壤表面的
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的数据采集线；
通过数据
采集仪设置观测周期为12小时；
通过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实时采集12小时内的土壤
中水分垂直入渗量M，
通过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实时采集12小时内的土壤中
水分垂直入渗量和侧渗量之和M+R；
于当前观测周期结束时，
输出控制信号给上述两个装置
的自计式雨量计的排水阀，
排空自计式雨量计中水量，
再关闭排水阀，
重新观测；
步骤2 .4：
通过数据采集仪检测到12小时内的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为M、12小时内的
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和侧渗量之和为M+R；
则12小时内的土壤中水分侧渗量为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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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定量测定沙丘向丘间地水分供给量的观测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沙丘区土壤水分运移过程的定量观测，
具体的说是一种定量测定沙丘
向丘间地水分供给量的观测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沙丘－丘间地之间的水分交流过程一直是沙地水文过程研究的难点问题，
很多研
究者通过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探索，
但一直未能产生明确的研究结果。因二者之间水分的交
流过程存在明显的观测难度，
特别是沙丘体内的深层入渗水量的观测，
以往在土壤水分渗
漏补给研究方法和手段上，
多采用环刀法、双环刀法、蒸渗仪法、
人工模拟降雨法、土柱法、
水分通量法及示踪法等，
并通过数学建模推算降雨对土壤的渗漏补给水量，
缺少用于直接
监测土壤渗漏水量的计量仪器。
目前应用较为广泛和计算较为简便的水通量法能较为准确
地推算降雨入渗补给量，
但需要详细和较大范围的土壤水势与土壤含水量资料，
在实际当
中获取难度较大，
而且在推算中忽略了温度对土壤水运动的影响，
造成了水分通量法的计
算误差；
地中蒸渗仪法可直接测量补给量，
但造价昂贵不易进行多地较大空间尺度上的观
测研究；
同位素示踪法是目前研究地下水补给较好的研究方法，
但只能进行间接估算，
而且
不利于获得小时间尺度上高精度结果和反映补给的动态变化过程。现有的研究方法在准确
估算渗漏补给量及其动态变化上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无法直
接观测入渗量、
结果受到环境影响而误差较大、
设备造价昂贵、
通过间接推导获得结果等。。
针对土壤水分入渗观测方法问题，
我们参考了以往土壤水分入渗观测技术，
提出了沙区土
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方法，
采用该方法可以有效实时观测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过程，
并可准
确测定沙丘－丘间地之间的浅层土壤水分侧向运移过程，
为沙丘－丘间地镶嵌体土壤水分
平衡提供了有效技术支持。本项观测技术可直接测量土壤入渗水量(指一段时间内在重力
作用下入渗到某一深度土壤断面的水量) ，
仪器采用数字化自动记录方式，
可进行连续观
测，
对沙地降雨对深层土壤水分渗漏补给过程进行实时监测，
定量分析补给水量的时空变
化规律，
认识深层渗漏补给过程、
准确评价地下水补给资源和地下水动态平衡。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通过设置沙丘土壤水分深层入渗收集装置、沙丘－
丘间地间土壤水分侧向入渗收集装置，
定量测定沙丘向丘间地的水分传输数量，
明确沙丘
对丘间地的水分供给数量。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定量测定沙丘向丘间地水分供
给量的观测装置及方法。
[0005] 一种定量测定沙丘向丘间地水分供给量的观测装置，
包括：
[0006] 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包括汇水筒、漏斗以及自计式雨量计；
埋于沙丘坡面
土壤中，
用于收集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并通过数据采集线输出给数据采集仪；
[0007] 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包括弧形阻水板、
汇水筒、漏斗以及自计式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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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
埋于沙丘坡面土壤中，用于收集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和侧渗量并通过数据采集线
输出给数据采集仪。
[0008] 所述汇水筒为金属材质、
圆筒状，
直径为D米、
高度为H1米，
底部与漏斗上边沿无缝
隙焊接，
用于阻挡汇水筒内的土壤中水分横向流失。
[0009] 所述漏斗为金属材质，
直径为D米、
高度为H2米，
最下方与自计式雨量计连接，
用于
将其内部土壤中水分引流入自计式雨量计。
[0010] 所述弧形阻水板为金属材质，
半圆筒状，
直径为D米、
高度为H米，
底部与汇水筒上
边沿无缝隙焊接，用于当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埋于沙丘坡面时，
阻挡因坡面
造成的土壤中水分侧向流失。
[0011] 所述自计式雨量计通过数据采集线连接数据采集仪，
并且其底部开孔连接排水
管，
所述排水管上设置有排水阀；
用于对其收集的水分进行测量，
并接收数据采集仪输出控
制信号定时打开或者关闭排水阀排水或储水。
[0012] 所述自计式雨量计外面设置有保护套筒，
用于保护自计式雨量计防水防冻。
[0013] 所述D、
H1、
H2 、
H为设定参数值。
[0014] 一种定量测定沙丘向丘间地水分供给量的观测方法，
包括：
[0015] 土壤深层入渗观测：
[0016] 步骤1 .1：
第一年秋季，
在选定的沙丘坡面上定点埋入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
置，
深度为H米，
将数据采集线一端连接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的自计式雨量计输出
端，
另一端露于土壤表面；
[0017] 步骤1 .2：
按照原来土壤层次复原填土，
且在漏斗最下方往上20厘米处用粗砂填
加，
并施水进行沉降；
[0018] 步骤1 .3：
从第二年春季至土壤冻结期止进行观测，
将数据采集仪连接露于土壤表
面的数据采集线，
通过数据采集仪设置观测周期为12小时，
实时采集12小时内的土壤中水
分垂直入渗量M，
并于当前观测周期结束时，
输出控制信号给自计式雨量计的排水阀，
排空
自计式雨量计中水量，
再关闭排水阀，
重新观测12小时内的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M；
[0019] 沙丘－丘间地之间水分侧向运移观测：
[0020] 步骤2 .1：
第一年秋季，
在沙丘－丘间地分界线沙丘方向，
比邻分界线临近位置下
方土壤中埋设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深度为H米，
将数据采集线一端连接土壤深层水
分入渗观测装置的自计式雨量计输出端，
另一端露于土壤表面；
[0021] 在沙丘－丘间地分界线沙丘方向，
比邻分界线临近位置下方土壤中埋设土壤深层
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使得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的弧形阻水板上边沿与
土壤地表平齐，
将数据采集线一端连接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的自计式雨量计输出
端，
另一端露于土壤表面；
[0022] 步骤2 .2：
按照原来土壤层次对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
入渗观测装置进行复原填土，
且均在漏斗最下方往上20厘米处用粗砂填加，
并施水进行沉
降；
[0023] 步骤2 .3：
从第二年春季至土壤冻结期止进行观测，
将数据采集仪连接露于土壤表
面的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的数据采集线；
通过
数据采集仪设置观测周期为12小时；
通过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实时采集12小时内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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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M，
通过土壤深层及侧面水分入渗观测装置实时采集12小时内的土
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和侧渗量之和M+R；
于当前观测周期结束时，
输出控制信号给上述两个
装置的自计式雨量计的排水阀，
排空自计式雨量计中水量，
再关闭排水阀，
重新观测；
[0024] 步骤2 .4：
通过数据采集仪检测到12小时内的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为M、
12小时
内的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量和侧渗量之和为M+R；
则12小时内的土壤中水分侧渗量为R。
[0025]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及优点：
[0026] 1 .使用本发明的观测装置及方法可以直接观测深层土壤水分入渗数量。
[0027] 2 .使用本发明的观测装置及方法的观测结果较少受到环境因子的影响。
[0028] 3 .本发明的观测装置经济实用，
价格便宜，
便于大量应用。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中壤中入渗水量观测装置测定过程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中壤中水分入渗观测装置示意图；
[0031] 图3(a)为本发明中沙丘壤中侧渗水量观测测定方法剖面示意图；
[0032] 图3(b)为本发明中沙丘壤中侧渗水量观测测定方法平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4] 本发明涉及沙丘区土壤水分运移过程的定量观测，
分别测定沙丘土壤水分的深层
入渗量和沙丘向丘间地之间的侧渗数量，
明确沙区生态系统中沙丘对周边丘间地的水分供
给数量，
为后续建立持续稳定的人工固沙植被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0035] 如图1所示，
为本发明中壤中入渗水量观测装置测定过程示意图。建立沙丘区的土
壤水分深层入渗量收集装置、沙丘－丘间地间土壤水分侧向入渗收集装置、
收集水量的自
动测量系统3个模块。
[0036] 壤中水分深层入渗观测模块，
主要采用深层壤中截留观测方法进行，
本装置我们
已经进行了前期使用，
效果较好。其观测装置如图1所示，
材料采用3mm厚度铁皮制成，
分为
入渗水收集部分、
水量测定部分、排水部分，
详细设计如下：
利用漏斗型装置收集壤中水分
入渗(直径100cm，
深度70cm) ，
再汇集到其下方的改造过的自计式雨量计中，
自动记录其水
量，
在利用自计式雨量计的排水功能，
将收集的水分向下排出，
以便再次收集入渗水量循环
测定。
图中箭头为水分流动方向，
壤中入渗水通过一个圆锥形容器汇集后，
流入下方的装有
改装的自计式雨量计的测定装置内，
经过测定后，
排放到下方土壤中，
循环往复测定一定时
间内的壤中水分入渗数量。
[0037] 如图2所示，
为本发明中壤中水分入渗观测装置示意图。
图中，
A为土壤深层入渗观
测装置，
B为加装侧向阻水板的入渗观测装置，用于测定坡面测渗。沙丘－丘间地坡面壤中
侧渗观测模块，
在同时观测临近土壤中水分垂直入渗的同时，
利用加装阻水板的入渗观测
装置，
同时获得临近区的垂直入渗量和侧渗量，
利用二者之差获得单独的壤中侧渗水量。
[0038] 方法为：
试验开始前期，
将各观测装置按照试验要求深度和位置预先埋入观测区
土壤中，
并按照原来土壤层次复原填土，
并施水进行沉降及检验集水装置，
试验设计在秋季
进行上述试验装置的埋设工作，
第二年春季生长季节开始试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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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深层入渗观测：
在选定的沙丘坡面上设置土壤深层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装置
埋深2 .5m(固沙植物根系主要分别空间为2m以上土壤中) ，
自动记录2 .5m以下土壤深层水分
入渗过程和数量，
观测时间从一般从春季(3月)开始，
到土壤冻结期为止(11月) ，
数采仪设
置为每12h观测一次。
[0040] 沙丘－丘间地之间水分侧向运移观测：
图3(a)为本发明中沙丘壤中侧渗水量观测
测定方法剖面示意图；
图3(b)为本发明中沙丘壤中侧渗水量观测测定方法平面示意图。沙
丘土壤水分除了深层入渗之外，
还存在部分水分因沙丘坡度存在而产生的从沙丘体向丘间
地壤中侧向运移过程。为了观测此部分水分运移，
利用土壤深层入渗观测装置结合坡面横
向阻水板装置，
获得坡面0-2 .5m层土壤水分侧向运移数量，
具体方法为：
在沙丘－丘间地分
界线沙丘方向，
比邻分界线临近位置下方土壤中分别埋设2种土壤水分入渗观测装置，
即：
利用常规深层入渗装置观测土壤水分的垂直入渗数量(M) ，
利用加装弧形阻水板的深层入
渗观测装置获得壤中垂直入渗水量和侧渗水量之和(M+R) ，
二者之差即为壤中侧渗水量。
由
此我们获得沙丘－丘间地之间的地下水位之上土壤中的坡面水分运移数量，
测定时间与入
渗观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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