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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水基泡沫具有密度低、携带性强、
含液量少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石油
钻井、驱油以及矿物浮选等领域. 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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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高沥青质(high asphaltene)、高

关丽, 李明军, 李旭, 韦志仁, 滕枫

密度(high density)和高黏附性(high

以CH3NH3PbI3为代表的有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发展迅
速. 本文重点评述了该领域在禁带宽度调控方面的研究进展, 讨论
了空穴传输材料和界面结构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光伏性能的影响.

adhesion)给管道输运造成困难. 基
于稠油水环输送原理、微气泡减阻
理论及泡沫在欠平衡钻井中的润滑
作用, 西南石油大学敬加强团队提出
“将水基泡沫引入稠油流动边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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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稠油与管壁接触, 消除稠油与管

南、北纬60°~90°范围海冰和北极融雪参与的水量远超过降水-蒸
发过程的水循环量; 冰冻圈诸要素的变化可以显著影响海洋深水
对流强度及深水的形成; 海洋热膨胀和冰冻圈在工业化升温以来
对海平面上升的贡献各占一半.

壁黏附”的新思路. 通过该团队研制
的水基泡沫体系与水基泡沫润滑减
阻实验系统, 研究了倾斜管路中水基
泡沫环输送稠油的流型、压降以及
流量变化规律, 建立水基泡沫-稠油
中心环状流压降模型, 并通过实验数

冰冻圈水循环在全球尺度的水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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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验证压降模型的准确性与适用性.

腔式吸热器是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电站中实现光热转换的关键部件.
本文从吸热器静态性能、启动及辐照变化时动态特性、吸热器内
部能量分布及优化、安全性及结构水动力特性4个方面总结了水
工质腔式吸热器近5年研究进展, 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封面展示了稠油流动边界层在水基
泡沫作用下的示意图, 其与普通输送
方式相比, 增大约25%的输量. 详见
敬加强等人文(p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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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本文以作者研究团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综述了国内外维管形
成层活动周期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 并展望了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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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雷, 陈静, 罗洪泽, 李峰
便携式柔性电子技术的发展, 迫切需要发展相应柔性锂离子电池. 石墨烯
是极具潜力、柔性的电化学储能材料. 本文综述了石墨烯在柔性电池中的
应用及柔性锂离子电池的性能表征方法, 并对柔性锂离子电池的发展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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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稀有鮈鲫模型, 研究纳米银的水毒理学效应. 研究发现, 虽然其急性毒
性作用远低于银离子, 生物富集效应较低, 但在水处理推荐剂使用量下, 纳
米银仍能引起鱼靶器官的明显损伤, 其潜在水生态毒性风险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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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青藏高原坡面尺度季节冻融及水热分布的相关研究鲜有报道. 区
域升温背景下, 不同坡面、不同深度的土壤冻融/水分将做出怎样的响应, 仍
不太清楚. 本文基于藏北安多近期的观测、模拟成果报道了该领域的最新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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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冻土的广泛分布使得青藏高原地表冻融循环与水热条件成为地球科学系统研究的关键

关键词

之一. 高原复杂的下垫面条件导致了冻融循环与水热交换显著的空间非均一性, 而坡面尺度是

坡面尺度

认识地表过程空间变化的基础. 本文基于青藏高原地表冻融循环与水热交换空间非均一性研

冻融循环

究成果的回顾, 利用安多地区近期的观测、模拟成果揭示了该领域的最新进展: 首先评价了探

土壤水热状况

地雷达在冻融循环与土壤水热空间变化研究的适用性; 其次利用多元手段, 显示了冻融循环与
土壤水分坡面尺度的空间非均一性. 另外利用冻土水热模型的敏感性试验发现: 地表升温背景

探地雷达
青藏高原

下, 冻融过程与土壤水分在不同时期、不同深度、不同坡面的响应均有所不同, 升温引起两个
坡面冻结周期和速率变化明显. 而且升温幅度越大, 土壤水分的响应越明显, 表层土壤水分的
相对变化更为剧烈; 对坡面而言, 北坡的响应更为显著.

青藏高原是世界中、低纬度海拔最高和面积最大
[1]

热资料的获取主要源于传统侵入式的仪器, 不仅耗

的冻土区 ,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地貌特征, 使

时、费力, 而且对土壤自身有一定程度的破坏. 高原

它在全球气候系统尤其是南亚季风形成中扮演重要

复杂的下垫面条件导致了冻融循环与水热交换显著

[2]

的角色 . 地表浅层的季节冻融及水热条件空间分布

的空间异质性, 而过去的相关研究多基于局地精细

会导致地表干湿状况的时空变化以及热量平衡的变

观测, 通过有限的点位监测数据来推断整个面甚至

化, 并将对能水平衡、地气交换、水文径流、高寒生

三维空间的冻融过程及水热特征, 并为区域尺度提

态、寒区工程等产生深远影响, 使其成为地球科学系

供代表性的陆面过程参数化方案 [9], 这在某种程度上

统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3~7].

对于深入认识较大尺度(比如坡面尺度)的冻融过程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关于青藏高原冻土变化与
过程、冰冻圈过程对地气相互作用过程的影响等进行

及水热条件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遥感技术的兴起为较大尺度冻土变化监测提供

了大量的实地观测和研究, 获得了许多珍贵资料和

了契机, 但由于分辨率和精度较低, 只能探测近地表

一系列成果 [8,9], 并认为冻土表层的水热动态变化不

的冻融、水热特征 [12~14], 且易受地表植被状况之干

但会导致冻土区水文和生态系统特征的改变, 而且

扰 [15,16]. 因此, 如何将遥感获取的冻融数据与地面实

也会影响近地表土体的冻融特征 [6,7], 继而导致青藏

测资料进行有效匹配、并与相关的土壤水热参数进行

. 青藏高原冻土通常

比较, 是目前冻土水文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 [17]. 比

分布于高海拔寒区等人类活动稀少地区, 其地表水

较有效的办法是引入空间统计聚类的概念 [18], 但在

高原地表水热状况的变化

[10,11]

引用格式: 张寅生, 马颖钊, 张艳林, 等. 青藏高原坡面尺度冻融循环与水热条件空间分布. 科学通报, 2015, 60: 664–673
Zhang Y S, Ma Y Z, Zhang Y L, et al. Hillslope patterns in thaw-freeze cycle and hydrothermal regimes on Tibetan Plateau (in Chinese). Chin Sci
Bull, 2015, 60: 664–673, doi: 10.1360/N972014-00313

论 文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思想; 另一种手段是借鉴探

年平均气温为−2.6℃, 地表年均温为1.1℃, 校正后

地雷达(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GPR)来获取中小尺

的年平均降水量为540 mm[29], 年平均风速为4.1 m/s.

度冻融特征及水分信息 [19~21], GPR 具有分辨率高、探
测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 可以获得地下介质

1.2

连续的剖面信息, 非常适宜于坡面尺度快速测量 [19].
坡面尺度是认识地表过程空间变化的基础, 受

观测场
本研究依托GAME/Tibet和CAMP/Tibet在安多设

立的试验区, 于2012年10月建立坡面尺度冻土水热

地形、植被、土壤质地等影响, 其土壤水热通量及冻

监测网络(图1). 基准点位于大气边界层塔附近, 自

融特征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均一性 [22~25]. 在青藏高原

地表至地下5 m设置10套土壤温、湿度探头, 建立土

地区, Wollschlager 等人 [26]使用 GPR 监测了喀拉昆仑

壤温度、湿度、水分迁移和贮存变化的观测系统, 连

地区 85 m×60 m 不同地表状况下冻土的水热特征,

续记录2012年11月至2013年10月冻融循环各阶段不

但整个调查范围较小, 且仅限于融化期某一时间节

同深度土壤水热变化. 南、北坡(图1中A和B)坡度均

点, 难以系统地认识整个冻融阶段坡面规模土壤的

为10°, 相对高差约120 m, 南坡绝对海拔要高于北坡,

水热空间分布特征. 目前对于青藏高原坡面尺度季

但北坡植被分布相对稀疏. 两个坡面均使用GPR观

节冻融及水热分布的相关研究, 鲜有报道. 不同坡面

测3次, 分别为2013年5, 8和10月, 且南、北坡观测间

与植被差异将对土壤的水热分布产生怎样的影响,

隔不超过2 d. 根据土壤冻融特点 [30,31], 3次观测时间

亟需深入挖掘. 区域升温背景下, 不同坡面、不同深

依次为融化初期、完全融化期、冻结初期, 另冻结初

度的土壤冻融/水分将做出怎样的响应, 仍不十分清

期北坡有少量积雪覆盖. 基准点土壤采样同步于土

楚. Ma 等人 [27]通过 GPR 已对藏北安多不同地形(比

壤温、湿探头安装位置, 两坡面进行坡顶、中、底地

如海拔等)条件下的冻土状况进行了野外调查, 初步

表至地下100 cm分层采样, 测试指标包括土壤水分、

呈现了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将结合研究

粒度、有机碳含量、容重、孔隙度、饱和导水率等, 不

区建立的水热监测系统、探地雷达观测资料, 全面阐

仅 可 以 评 估 GPR 监 测 土 壤 水 分 的 适 用 性 , 还 可 为

述南、北坡面冻融循环与水热条件空间分布及其内在

SHAW模型提供参数化资料、验证模拟结果.

差异, 同时通过冻土水热模型的敏感性试验, 探讨升
温背景下坡面尺度土壤冻融/水分的响应特点.

1
1.1

2

探地雷达在冻融循环与土壤水分研究的
适用性

研究区域

GPR 是一种新型的无损检测仪器, 利用高频电

区域概况

磁波探测地下目标, 通过分析电磁信号与地下目标

安多位于青藏高原中部唐古拉山口地区, 是西

的相互作用, 提取目标的性质、形状等信息 [32]. 为了

藏地区的北大门. 最新的土壤水热垂直廓线观测未

评估 GPR 在试验区冻融循环与水热条件空间变化研

发现多年冻土上界, 近 50 年来的升温导致青藏高原

究中的适用性, 2012 年 10 月 15 日应用 PulseEKKOTM

多年冻土分布北移, 安多已成为季节冻土区. 本区地

1000 GPR 在基准点附近进行了勘察研究, 选取的天

势较高, 山体多作低山丘陵状, 其间山谷湖盆开阔,

线中心频率为 250 MHz, 天线间距 0.38 m, 时间窗口

海拔 4600~4800 m. 植被方面, 冷季基岩裸露, 地表

120 ns, 采样间隔 0.4 ns, 基于反射法和共点法同时

几乎无植被; 暖季植被覆盖率达 10%~50%, 植物类

开展观测.
GPR数据前处理采用EKKO View Deluxe软件

型以针茅属植物为主.
安多属于高原亚干旱气候区, 在冬季主要受西

(Version 1.4), 主要包括去噪声、零度偏移较正、地

风控制, 高原形成冷高压, 大部分时间晴好少雨; 夏

形校正、波频滤波、SEC增益、剖面可视化修饰等 [27].

季受印度季风的强烈影响, 降水较多. 该地区湿季的

大多数矿物的相对介电常数在 4~7 之间, 水约为 82,

形成与大气环流密切相关, 西风带北移和东南气流

在很多地质环境中, 水是唯一在介电常数上产生

[28]

. 安多气象

较大差异的物质, 雷达速度和信号衰减主要依

站近50年资料显示: 该地区年平均气压为574 hPa,

赖于介电常数, 因而在GPR图像解译中, 首先通过

对水汽的输送是湿季形成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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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色)藏北高原安多季节冻土区野外观测区. 位置 0 为基准点, 布设土壤水热监测平台, A 和 B 分别代表南、北坡
Figure 1 (Color online) Location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rea on seasonal frozen ground of Amdo region,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where No.0 is
the control site, and Site A and B stand for south- and north-facing slope respectively

Interval-Velocity-Depth 模型 [33,34] 重建电磁波速度随

这与野外实地监测的1.60 m十分接近, 进一步证实了

深度的变化廓线, 然后依据电磁波速度、土壤介质的

GPR在监测季节性冻土土壤冻融和水分的适用性.

介电常数及含水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 Roth 等人 [35]提

整体而言, 结合 GPR 与野外定位观测资料可对

出的 CRIM 模型, 即式(1), 将 GPR 监测的电磁波速

寒区冻土环境进行快速无损的勘测, 为确定冻融/水

度 v 换算为土壤体积含水量 θ, 其中 c 为真空中光的

分参数提供互补的信息, 较为准确地获取土壤水分

传播速度, 取 0.30 m/ns; φ 为土壤孔隙度, 基于基准

及冻融数据. 不可否认, GPR 的天线频率和探测深度

点土壤采样, 取 0.41; ka, ks, kw 分别为空气、土壤、液

始终是一个矛盾的关系, 即天线频率越高, 分辨率也

态水的介电常数, 分别取 1.0, 5.0, 82.232.

越高, 但探测深度越浅. 另一方面, 天线间距的大小

θ=

(c / v) − (1 − ϕ ) ks − ϕ ka
kw − ka

.

(1)

与此同时, 将GPR反演土壤水分的结果与称重
法进行比较, 其中GPR反演的土壤水分基于不同深
度的介电常数估算得到, 展示了各深度的平均结果,

也会影响冻土信息的精度, 在土壤含水量计算中, 通
常认为土壤固相对于土壤介电常数的影响较小, 多
采用经验公式进行土壤水分的估算 [33,34,36].

3

一性的观测成果

称重法是基于100 mL环刀野外采样, 烘干得到的土
壤体积含水量. 通过比较, 两种方法反演的土壤水分
廓线基本吻合, 相对误差低于10%. 鉴于安多属于季
节 性 冻 土 , 同 年 融 化 伊 始 ( 即 5 月 初 ), 使 用 PulseTM

冻融循环与土壤水分坡面尺度空间非均

3.1

基准点观测成果
安多冻结期始于10月底, 从地表逐步向下冻结,

1000 GPR监测了基准点的冻结深度, 经解

梯度逐渐增大, 传导性热传输为此阶段热量传输的

译雷达信号, 发现研究区5月初的冻结深度达1.58 m,

主要方式, 并伴有少量由温度梯度驱动的未冻水迁

EK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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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引起的耦合热传输. 最大冻结深度接近2 m, 出现

结过程(土壤液态水变为固态冰, 未冻水含量迅速降

于次年3月上旬; 自3月中旬起, 土壤开始升温, 温度

低), 比如在最大冻结时期(即 3 月上旬), 土壤水分含

梯度逐渐减小, 整个冻结过程持续至4月(图2(a)). 如

量最低. 冻结期间土壤水分含量整体较低, 小于 10%.

果以日平均土壤温度开始持续大于0℃作为开始消融

融化初期, 随着土壤温度的升高, 土壤自由水通过重

[37]

, 则融化期始于4月中旬, 达6个月, 此阶段

力作用由上向下迁移; 与此同时, 随着地表水分蒸

热量由上而下传输, 土壤不断吸热. 此外, 受昼夜气

发, 在毛细管力的作用下, 土壤水分向地表迁移. 完

温差异影响, 近地表冻融过程频繁反复, 白天土壤表

全融化期, 地表含水量明显较高, 其他层土壤相对较

层融化, 随着气温的进一步降低, 夜间发生冻结.

干, 这主要与夏季丰富的降水有关.

的日期

土壤冻融循环及土壤温度的时空分布状况与土
壤水分的多少有关 [30,37]. 整体而言, 土壤含水量分布

3.2

南、北坡冻融过程对比

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 融化期含水量要高于冻结期

GPR电磁波信号的传播速度受土壤介电常数影

(图2(b)). 从含水量的变化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土壤冻

响, 不同相态水体的介电常数差异明显 [38], 通过GPR
电磁波传播速度的差异, 可以反演寒区土壤的冻融过
程 [39]. 融化初期, 南、北坡GPR的电磁波速度均较高,
平均值超过0.115 m/ns, 而且北坡大于南坡, 说明北坡
冻结程度高于南坡. 完全融化期, 两个坡面的电磁波
速度均减弱, 尤其是南坡, 平均值低于0.080 m/ns, 认
为南坡的土壤水分在完全融化期要高于北坡. 冻结初
期, 南、北坡近地表的GPR电磁波速度较高, 北坡区域
平均超过0.125 m/ns, 较深位置电磁波速度仍然较小,
说明土壤仍处于未冻结状态, 即相同背景下, 北坡表
层土壤的冻结速率要高于南坡(图S1).

3.3

南、北坡土壤水分特征
土壤、地形和植被等环境因素以及气象因素在空

间上普遍存在变异性, 从而导致土壤水分空间分布
的异质性 [40]. 融化初期, 南、北坡地表均开始融化,
浅层土壤水分含量较高, 1.50 m 以下土壤含水量均较
低, 部分土壤处于冻结状态. 完全融化期, 两个坡面
土壤水分均较高, 并随着深度增加而减小. 冻结初
期,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 地表出现冻结, 土壤含水量
较低, 尤以北坡显著(图 S2(f)). 三个阶段, 南坡土壤
含水量整体高于北坡. 就不同坡位而言, 南、北坡在
融化初期和完全融化期沿坡面向下土壤含水量均无
明显的变化; 冻结初期, 南坡坡下的土壤水分含量较
高(图 S2(e)), 而北坡不是特别显著. 另外, 南坡在
0.5~1.0 m 之间土壤水分出现富集现象, 且含量明显
高于同一时期其他深度(图 S2(a), (c)和(e)).
图2

(网络版彩色)基准点 2012 年 11 月~2013 年 10 月(a)土壤温度和

(b)土壤水分的等值线图
Figure 2 (Color online) Ground soil temperature (a) and soil moisture
(b) contour data recorded at the control site of Amdo region between
November, 2012 and October, 2013

4

地表升温对于冻融过程及水热特征的
影响
定量理解冻土响应气候变化的动态过程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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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 SHAW模型是一个以模拟土壤冻结/融化

4.3

为主要特征的陆面过程模型, 具有对水、热、溶质通
量同步计算, 被广泛用于冻融过程及水热特征研
究 [41]. 本 文 模 拟 试 验 的 起 止 日 期 为 2012-10-31~
2013-08-31, 由于基准点处于较平坦的草原, 植被较
短且稀疏, 设定坡度为零, 并忽略植被残留层, 地表
粗糙度取0.466 cm[42], 地表反照率取0.20[43]; 植被高
度0.02~0.05 m, 根深为0.25 m, 叶面积指数(LAI)从1
km分辨率MODIS卫星遥感8 d合成产品提取; 部分参
数取SHAW模式提供的典型值或建议值. 土壤自表
层至5 m被分为10层, 每层的土壤粒度、有机质、饱
和导水率、孔隙度、容重均为实验观测值, 土壤温、
湿度采用仪器观测资料, 步长为1 h. 首先对基准点
进行了土壤水热特征的模拟与验证, 之后通过调整
模型中地形、土壤、植被参数, 对南、北坡进行坡面
土壤水分的模拟, 并与GPR观测结果相比较; 随即对
地表温度分别升高1, 2, 3℃进行敏感性试验, 探讨升

地表升温试验: 土壤水分的响应
南、北坡土壤水分在融化初期、完全融化期随着

地表升温而增加, 但变化量级较小, 平均幅度不超过
5%. 融化初期, 在 1 m 以上, 南、北坡土壤水分随着
地表升温而增加, 随着深度的增加, 响应越来越弱;
1 m 以下土壤水分没有明显的响应. 就单一坡面而
言, 升温幅度越大, 土壤水分响应越敏感, 呈现显著
的正相关. 针对不同坡面, 北坡对地表升温的响应更
为敏感, 比如图 S3(b)~(f)中 0~1 m 的等值线更为密
集, 表征土壤水分响应的变率更明显.
与融化初期不同, 完全融化期, 南、北坡土壤水
分的相对变化随着地表升温而减少, 并愈接近地表,
土壤水分对升温的响应愈加显著(图 S4). 此外, 在任
一坡面, 升温幅度越大, 同一深度土壤水分的响应也
愈剧烈. 相同幅度的升温背景下, 北坡土壤水分的响
应更为敏感, 这一结论与融化初期相同.

温背景下冻融循环及水热条件空间变化的响应.

5

4.1

SHAW 模拟与 GPR 观测的土壤水分的比较

藏北高原土壤的冻融过程及水热分布存在较大
的时空差异, 大多数地点浅层土壤均在 10 月份开始

SHAW 模式对土壤水热特征模拟的准确性关系

冻结, 次年 4 月左右开始消融, 但不同地点冻结与消

到升温背景下坡面尺度冻融循环及水热变化响应的

融的开始时间及冻结持续时间也有所差别 [37,44]. 就

可信度与有效性. 图 3 给出了研究区融化初期基于

坡面尺度而言, 藏北安多地区北坡土壤的冻结程度

GPR 观测和 SHAW 模拟的南、北坡土壤水分空间分
布. 可以看出, 南、北坡土壤水分模拟值的空间分布

要高于南坡, 这主要与不同坡面地表接收的热量差
异有关, 尤其是在山区环境下, 复杂地形使得太阳辐

趋势、峰值特征与 GPR 实际观测的结果基本一致, 模

射的空间分布具有非常强的异质性 [45], 在坡度、坡

拟值较好地体现了土壤水分的坡面分布特征. 但由

向、地形遮蔽、天空可视程度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于影响土壤水分的因素较多, 比如地表植被、土壤质
地、水分自身复杂的相态变化等, 局部区域的模拟效

不同区域可接受的总太阳辐射存在很大的差异 [46~48],
从而对地表的热量传输过程造成影响, 一般地讲, 北

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这在未来模式的参数化方案中

坡地表接收的能量通量要少于南坡 [25].

需作进一步的改进.

4.2

地表升温试验: 冻融过程的响应

讨论

此外, 土壤水分在青藏高原的多圈层相互作用
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它控制着地表能量分配、
地表径流、土壤干旱、植被蒸腾以及土壤冻融状况 [49].

图4描述了研究区基准点升温背景下模拟的土壤

土壤质地、地形、地表状况(如植被)等因素均对研究

冻结深度变化, 可以看出藏北安多季节性冻土的冻

区坡面尺度土壤水分的分布有较大影响 [50~52] . 比如

结过程对地表升温的响应十分显著. 伴随着升温, 土

王根绪等人 [53] 认为, 随着高寒草甸覆盖度增加, 土

壤的冻结速率逐渐变小, 最大冻结深度由未升温时

壤水分含量呈显著抛物线型趋势增加, 并且使土壤

的160 cm减少至90 cm, 几乎缩短1倍, 每升温1℃,

保持较高湿度、具有较好的水源涵养功能. 姚志宏等

最大冻结深度平均减小23 cm; 整个冻结周期由未升

人 [54] 认为坡度虽然与土壤水分相关, 但不能很好解

温的184 d缩短至128 d, 每升温1℃, 冻结周期平均缩

释土壤水分的变化, 一般通过地形湿度指数来间接

短18.6 d; 整个冻结过程完全结束由起初的5月下旬

地反映土壤水分对坡度的响应. 融化初期, 北坡部分

缩短至3月下旬, 缩短近2个月.

土壤仍冻结, 故土壤水分较低. 完全融化期, 南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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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网络版彩色)基于 GPR 观测和 SHAW 模拟的南、北坡融化初期土壤水分对比图. (a), (c)分别为南坡 GPR 观测、SHAW 模拟的土壤水分

分布; (b), (d)分别为北坡 GPR 观测、SHAW 模拟的土壤水分分布
Figure 3 (Color online) Comparison between observed soil moisture by GPR and simulated values by SHAW model during the early thaw period on
the south- and north-facing slopes, (a) and (c) stand for the observed and simulated soil moisture patterns on the south-facing slope respectively, and (b)
and (d) represent the similar results of north-facing slope. And the horizontal axis stands for the GPR survey line from bottom to top on each hillslope,
and the vertical axis is the soil depth

图 4 地表升高不同温度模拟的基准点的冻结深度变化图
Figure 4 The simulated frost depths patterns under different ground surface warming conditions at the control site of Amdo region

机质含量、植被覆盖度均高于北坡, 因植被根系作用,

层土壤水分变化在不同深度均具有显著差异, 并且

南坡土壤持水能力相对较强, 致使土壤水分高于北

不同升温作用下浅层土壤水分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

坡. 在同等条件下, 南坡接收的短波辐射大于北

差异. 本研究初步认为, 近地表土壤水分对地气相互

坡 [25,48], 冻结初期, 受地形辐射差异, 北坡地表接收

作用最为敏感. 融化初期, 随着气温回升, 地表土壤

的能量相对较少, 较低的土壤温度加速冻结过程, 导

开始融化, 伴随地表升温, 进一步加剧冻结水的消

致土壤水分低于南坡.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土壤水分

融, 使得液态水含量急剧增加, 响应也更加显著. 而

与地形、植被之间的反馈机制十分复杂

[55]

, 该研究只

是初步探讨了不同坡面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差异.
冻土在冻融循环中, 内部土壤水分不断发生着
相变和迁移, 温度梯度是冻融过程中水分迁移的主
[31,56]

较深土壤层, 由于能量在传递过程中不断损耗, 而冻
结水发生相态变化需要吸收大量的能量, 阻碍了水
体相态变化, 使得随着深度的增加, 土壤水分对地表
升温的响应越来越弱.

, 地表温度的升高将使得陆气界面过

研究区地表升温的敏感性试验表明, 北坡土壤

程发生变化, 从而对地-气水热传输产生影响. 王俊

水分的响应更为敏感. 初步认为, 北坡土壤在融化初

要驱动力

峰和吴青柏

[57]

研究发现, 近地表升温幅度不同, 浅

期冻结程度明显, 地表升温驱动土壤内部更多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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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水分相态变化, 使得液态水比例上升显著; 完全融

6

结论

化期, 虽然南、北坡土壤水分均以液态形式存在, 而
北坡以砂土含量为主, 并且植被覆盖度较低, 地表升

本研究选择藏北安多地区作为野外实验目标区,

温将加速北坡的地表蒸发, 使得更多的土壤水分损

建立水热交换监测系统, 观测地表至地下 5 m 土壤水

失. 由于地形地貌、地表状况、土壤性质等空间不确

热交换过程和水分储存的变化; 基于探地雷达技术

定性因素, 不同坡位(如坡上、坡下)的土壤水分变化

建立了坡面尺度土壤冻融/水分空间变化监测网络,

对地表升温的响应十分复杂, 难以用单一的因素去

以揭示地形对土壤冻融/水分的影响; 应用冻土水热

判断, 此方面的机理分析还需要开展更加深入的

交换模型的敏感性试验, 探讨了升温背景下不同坡

工作.

面土壤水分的响应差异. 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鉴于冻融循环与水热条件受到观测点各种复杂

(1) 研究区最大冻结深度接近 2 m, 融化期多达

环境(比如下垫面状况、地-气相互作用、土壤质地等)

6 个月(4 月中旬~10 月), 研究区冻结期始于 10 月底.

的制约, 该研究工作只是揭示了藏北高原冻土监测

(2) 南、北坡冻融过程呈现空间差异性. 融化、

区之间的土壤冻融与水热差异, 并不能完全推导至
青藏高原普遍情况. 然而探地雷达在小区域坡面尺
度上的土壤冻融/水分监测结果为协助检验区域陆面

冻结初期, 北坡冻结程度均高于南坡.
(3) 整 体 而 言 , 土 壤 含 水 量 南 坡 高 于 北 坡 , 且
南、北坡土壤水分的差异与冻融循环密切相关.

模型的性能提供了可能, 有效地改善以往仅仅依赖

(4) 地表升温背景下, 冻融过程与土壤水分在不

单点的校验方式, 提升了模型模拟的准确度和效率.

同时期、不同深度、不同坡向的响应均不相同, 升温

另外, 此研究为青藏高原坡面尺度冻融循环及水热

幅度越大, 土壤水分的响应越显著, 并且北坡响应更

条件的监测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思路及指导意义.

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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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slope patterns in thaw-freeze cycle and hydrothermal regimes on
Tibetan Plateau
ZHANG YinSheng1,2, MA YingZhao1, ZHANG YanLin3, GAO HaiFeng1 & ZHAI JianQing4
1

Institute of Tibetan Plateau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CAS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Tibetan Plateau Earth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Cold and Arid Regions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4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2
3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is underlain by permafrost, making investigation of related thaw-freeze cycle and
hydrothermal conditions very important within earth system research. However, complex surface environments result in strong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aw-freeze processes and water/thermal exchange on the plateau. Thus, hillslope study is essential for exploring land
surface variability.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GPR) is used and its data evaluated for permafrost hydrology
investiga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moisture and thaw/freeze conditions along south- and north-facing slopes is illustrated on
the basis of various survey methods. In addition,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reveal that the responses of frost depth and soil moisture vary
with periods, depths and slopes under ground surface warming conditions, especially for freeze days and ratios. The significant
feedback of warming to soil moisture is simulated. Moisture variation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soil is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north-facing slope is stronger. These results offe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aw/freeze cycle and water/thermal exchange at
hillslope scales, which would be useful for studying frozen ground response to climatic warming and its spatial pattern on the Tibetan
Plateau.
hillslope, thaw-freeze cycle, hydrothermal regimes,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Tibetan Plateau
doi: 10.1360/N972014-00313

补充材料
图 S1

研究区冻融循环不同阶段南、北坡 GPR 电磁波传播速度空间分布图

图 S2

研究区冻融循环不同阶段南、北坡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图

图 S3

研究区融化初期地表升温背景下南、北坡土壤水分的响应状况

图 S4

研究区完全融化期地表升温背景下南、北坡土壤水分的响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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