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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红壤区WEPP模型土壤参数的率定
余长洪袁李就好袁陈 凯袁欧国耀袁劳同浩

渊华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袁广东 广州 510642冤
摘 要院通过砖红壤坡面室内模拟降雨试验测得径流产沙资料袁由径流产沙资料率定土壤参数有效水力传导率尧细沟可蚀性
参数和土壤临界剪切力遥 结果表明袁有效水力传导率值为16.7 mm/h袁细沟可蚀性参数为0.005 s/m袁土壤剪切力为4.0 Pa遥 根据NashSutcliffe有效性进行有效性检验袁结果表明砖红壤区土壤参数的率定结果合理袁可应用率定的土壤参数进行砖红壤区WEPP模型的
模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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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rating of WEPP soil parameters on laterite area
YU Chang-hong, LI Jiu-hao, CHEN Kai, OU Guo-yao, LAO Tong-hao

(College of W ater Conservancy and Civil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A 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Effectiv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rill erodibility and soil critical shear stress were calibrated by field observed data of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 from rainfall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laterite. The calibrated values of the above three soil parameters were 16.7
mm/h,0.005 s/m, and 4.0 Pa. The testing calibrated results used Nash-Sutcliffe model efficiency (ME) found that calibrated results were
reasonable and the calibrated values could be used to assess WEPP model application on the laterite soi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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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PP 模型是新一代的土壤侵蚀预报模型袁可模拟和
预测农田尧林地尧山地尧建筑工地以及城区等不同类型区
域的径流产沙状况袁是一种基于过程的物理模拟模型袁有
逐渐取代 USLE 等经验统计模型的趋势[1-4]遥 在运用 WEPP
模型进行模拟时袁需输入土壤参数袁包括土壤类型尧土壤
初始含水量尧土壤反照度尧细沟间可蚀性参数尧细沟可蚀
性参数尧土壤临界剪切力尧有效水力传导率尧土层深度尧沙
粒占比尧粘粒占比尧有机质含量尧阳离子交换律尧土壤含石
率遥 研究表明袁土壤参数中细沟可蚀性参数尧土壤临界剪
切力尧 有效水力传导率 3 个参数对土壤径流产沙影响大袁
其他参数影响小[5]遥
目前袁细沟可蚀性参数尧土壤临界剪切力尧有效水力传
导率的获得方法有 3 种袁一是通过模型自动计算袁即输入
土壤的相关参数渊除这 3 个参数以外的土壤参数冤模型自
动计算[6-7]曰第 2 种是通过室内细沟侵蚀模拟冲刷试验袁由
试验数据通过公式进行计算 [8-9]曰第 3 种是通过坡面径流
产沙侵蚀试验资料进行率定[10-15]遥 由于模型自动计算中所
使用的公式是美国国家土壤侵蚀研究实验室根据美国试
验点所拟合出的方程袁 所以通过模型自动计算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袁而通过试验率定的方法更适合当地实际情况遥
目前袁 我国已通过坡面径流产沙试验率定的土壤有黄土
高原的黄绵土和四川的紫色土[10-15]袁因为不同土壤其 WEPP
模型所用土壤参数值不同遥 因此袁有必要对广东砖红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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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参数进行率定袁 以便进行广东砖红壤区的 WEPP
模型评价和应用遥

1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根据坡面室内模拟降雨试验测得径流产沙资
料袁由径流产沙资料率定细沟可蚀性参数尧土壤临界剪切
力和有效水力传导率遥 供试土壤为雷州半岛的砖红壤袁土
壤为粘壤土袁 室内模拟降雨试验设计 5 个雨强院75尧100尧
125尧150尧175 mm/h曰5 个坡度院5毅尧10毅尧15毅尧20毅尧25毅袁25 组
试验袁每组两次重复袁每次试验进行 60 min遥
根据 WEPP 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袁 有效水力传导率的
变化对模拟产沙值影响不大遥 因此袁首先根据模型模拟径
流量进行有效水力传导率的率定袁 然后根据率定好的有
效水力传导率模拟产沙量进行细沟可蚀性参数和土壤临
界剪切力率定遥
率定公式为院
R = 移(Y obs - Y pred)2

(1)

式中袁R 为累计误差曰Y obs 为每次降雨径流量或产沙量的实
测值曰Y pred 为模拟值为每次降雨径流量或产沙量的模拟
值遥 在模拟有效水力传导率时 Y 代表径流量袁在模拟细沟
可蚀性参数和土壤临界剪切力时 Y 代表产沙量遥
根据美国已有粘壤土的土壤参数值渊表 1冤袁选取土壤
参数率定基值分别为院有效水力传导率 4.0 mm/h袁细沟可
蚀性参数 0.005 s/m袁土壤临界剪切力 4.0 Pa遥

2 结果与分析

由图 1 可知袁 供试土壤的有效水力传导率值为 16.7
mm/h袁 细沟可蚀性参数为 0.005 s/m袁 土壤剪切力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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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粘壤土土壤参数
CL
(ROSELMS)

项目

0.0056

细沟可蚀性参数(s/m)
临界剪切力(Pa)
有效水力传导率(mm/h)

4.17
4.61

CL
CL
(HAVERSON) (CANISTEO)
0.0114

0.0052

4.44

4.2

4.17

0.894袁相对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为 22%遥 说明 WEPP 模型
对径流量和产沙量的模拟达到较好的效果袁 土壤参数的
率定结果合理遥

4.17

Pa遥 有效水力传导率具有非常明显的拐点袁而土壤剪切力
和细沟可蚀性参数的拐点没有有效水力传导率那么突
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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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产沙量实测值与模拟值对比

3 结语

0.00
土壤临界剪切力渊Pa)
图 1 土壤参数率定

径流量实测值与模拟值对比结果见图 2袁径流量实测
值与模拟值对比结果见图 3遥 率定结果的检验通过模型模
拟结果的 Nash-Sutcliffe 有效性进行判断袁计算公式为院
ME = 1-

实测值渊kg/m2)

细沟可蚀性参数

移(Y

移(Y

obs

- Y pred)2

obs

- Y mean)2

渊2冤

式中袁ME 为模拟有效性曰Y obs 为实测值曰Y pred 为模拟值曰
Y mean 为实测值的平均值遥
ME=1 表示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每对数据均相等袁ME
=0 表示模拟值与实测值的平均值具有同样的精度曰 负值
表示实测值的平均值要好于模型的模拟值遥 ME 值越接近
1袁模拟效果越好遥 一般当 ME>0.5 时袁模型的模拟效果较
好遥
从图 2~图 3 可以看出袁 径流量模拟有效性为 0.976袁
相对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为 6%曰 产沙量模拟有效性为

本研究根据坡面室内模拟降雨试验试验测得径流产
沙资料袁由径流产沙资料率定有效水力传导率尧土壤参数
细沟可蚀性参数尧土壤临界剪切力袁率定结果为有效水力
传导率值为 16.7 mm/h袁细沟可蚀性参数为 0.005 s/m袁土
壤剪切力为 4.0 Pa遥 根据 Nash-Sutcliffe 有效性进行有效
性检验袁 结果表明砖红壤区土壤参数的率定结果是合理
的袁 可应用率定的土壤参数进行砖红壤区 WEPP 模型的
模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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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袁 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市场风险的考
验曰他们有可能面对野颗粒无收冶袁也有可能面对野谷贱伤
农冶袁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袁农民是风险规避型的渊图 3冤遥

扩充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遥 粮食生产所具有的
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并存的特性袁 抑制了农户对粮食投
资的动机袁 农业政策性金融开办农业保险和担保业务是
非常必要的遥 因此袁为了提高粮农生产积极性袁应该借鉴
国外经验袁 试点运行农业政策性信贷担保公司等支持农
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形式遥
参考文献:

图 3 农民粮食生产化肥投入问题的决策树分析

相对于状态 s1 和 s2 的概率分别为 0.6 和 0.4袁 机会节
点 A尧B 的预期货币价值渊EMV冤分别为 1 050尧900 美元袁
若 a 1 和 a2 的确定性等价渊CE冤值分别为 850尧900 美元袁那
么农民将拒绝 a1袁通过选 a2 最大化自己的效用遥 图 3 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的风险规避性导致了农业投资不
足[15]遥

3 对策建议

期货市场引导粮食生产资源配置袁 同时可以促进产
销区粮食物流发展遥 基于期货市场的这两个功能袁政府应
该积极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袁 加强期货与现货市场的关
联度尧不断完善和创新期货市场制度曰加快我国的期货市
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步伐袁此外袁政府应加强农产品信息
网络建设袁 引导粮食生产大户通过期货市场及时了解粮
食远期的价格情况袁通过成本收益比较袁在生产环节解决
种什么尧种多少的问题袁在销售环节把握好卖出价格和时
机袁促进收入增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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