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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水分运移参数的拉普拉斯模式搜索方法

任长江１，白丹１，程鹏２，梁伟３，陈艳１

（１．西安理工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２．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１１；３．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要：通过室内试验获得水分实测值，然后通过拉普拉斯变换对非线性水分运动方程进行线性化

处理，获得水分的计算值，以土壤含水率实测值与其计算值标准差最小为优化目标，建立水分运移

参数识别优化模型，采用自适应模式搜索方法对模型进行优化求解。以８５０、１５００ｍｉｎ时刻实验数
据作为参数识别初始数据，获取了土壤非饱和水分运移参数值，并以２４００ｍｉｎ时刻实验数据进行
验证。含水率计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关系数和标准差分别为０．９４６、０．０２２，相关系数较大，标准差较
小，表明该方法识别水分运移参数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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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精确计算非饱和土壤水分运移参数是水分
运移数值精确模拟的关键。但由于其参数是非线性

的，这给水分数值模拟带来很大困难。任理等［１２］

通过拉普拉斯、分离变量法对非线性模型线性化处

理，这给水分运移参数求解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由

于其复杂的推导和计算过程，这一方法备受学者冷

落。但是随着近些年新的算法在水分参数求解中的

应用［３８］，这也为水分运移参数线性化求解带来方

便，但是这些算法也存在收敛时间长、易陷入局部最

优等缺陷。而自适应模式搜索算法由于其快速、收

敛、计算精确等优点在参数优化中备受人们青

睐［９１０］。本文通过拉普拉斯变化结合模式搜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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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此问题进行优化求解，为非饱和水分参数求解

提供新的方法。

１　一维非饱和水分运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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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１）式进行如下形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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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为体积含水率（ｃｍ３／ｃｍ３）；θａ为初始含水率
（ｃｍ３／ｃｍ３）；θｂ为上边界含水率（ｃｍ

３／ｃｍ３）；Ｄ（θ）
为非饱和扩散率（ｃｍ２／ｍｉｎ）；Ｋ（θ）为非饱和导水率
（ｃｍ／ｍｉｎ）；ｔ为时间（ｍｉｎ）；ｘ为距离（ｃｍ）。

在水势较低情况下，粘粒含量较高的非饱和扰

动土由于导水率和扩散率随含水率变化较小［１１］，因

而可以假设Ｄ＝Ｄ( )θ、Ｋ＝Ｋ（θ）／θ为常数，则
（２）式可化为如下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

θ
ｔ
＝Ｄ

２θ
ｘ２
－Ｋθ
ｘ

（３）

对（３）式以及边界和初始条件进行拉氏变
换［１２］，可得如下像函数θｘ，( )ｓ的常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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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像函数的通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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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始和边界条件可得ｃ１＝０，ｃ２＝（θｂ－θａ）／ｓ，
对式（５）象函数进行逆变换可得原函数的解为：

θｘ，( )ｔ＝
θｂ－θａ[２ ｅｒｆｃ（ｘ－Ｋｔ

２槡Ｄｔ
）＋

ｅＫｘ／Ｄｅｒｆｃ（ｘ＋Ｋｔ
２槡Ｄｔ

]） ＋θａ （６）

对（６）式积分可得累计入渗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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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后一项取近似值，则（７）式可记为：

Ｉ＝∫
" (
０
θ（ｘ，ｔ）－θ )ａ ｄｘ＝

θｂ－θａ[ (２
２
Ｄ／槡 π

ｔ０．５－ｅｒｆｃ（ Ｋ
２槡Ｄ

)） ＋

Ｄ (Ｋ １＋ｅｒｆｃ Ｋ
２槡

( ) )Ｄ
（ｅＫｘ／Ｄ －１ ]）

（８）

式中，Ｉ为累计入渗量；ｅｒｆｃ为余误差函数。

２　待求参数优化模型及求解步骤

２．１　参数优化模型
对于一维垂直非饱和水分运移问题，通过实验

可获得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上土壤含水率实测值，

同时又可根据（６）式获得土壤含水率计算值，以土
壤含水率实测值和计算值的均方差最小建立水分运

移参数优化目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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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ｉ为观测点序号；ｎ为观测点总数；ｊ为时间点
序号；ｈ为时间点总数；θｉｊ（ｘ，ｔ）为第ｊ时刻第ｉ点含
水率实测值（ｃｍ３／ｃｍ３）；θｉｊ（ｘ，ｔ，Ｄ，Ｋ）为第ｊ时刻第
ｉ点含水率计算值（ｃｍ３／ｃｍ３）。
２．２　模型求解步骤

参数识别优化模型（９）是一个含有２个参数Ｄ、
Ｋ的非线性单目标规划模型，其目标函数值与各点
含水率实测值及计算值有关，而含水率计算值与Ｄ、
Ｋ有关。针对这一优化问题可采用自适应模式搜索
算法［１３］进行优化求解。模式搜索算法其原理是从

初始点开始，交替实施两种搜索：轴向搜索和模式搜

索。轴向搜索依次沿多个坐标轴方向进行，用来确

定新的基点和有利于函数值下降的方向，模式搜索

则沿着相邻两个基点的连线方向进行，目的使函数

值下降更快。模式算法识别参数流程图如图 １所
示。图中α为加速因子（α≥１）；β为缩减率（０＜
β＜１）；ε为算法精度（ε＞０）；ｅｊ为第 ｊ个坐标
轴；ｎ为坐标轴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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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模式搜索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ｅａｒｃｈ

　

３　实　例

３．１　实验及实测数据
实验土样为西安土，按１．３５ｇ／ｃｍ３容重均匀装

入有机玻璃土柱，土壤粒径组成见表１。土壤初始
含水率 θａ ＝０．０５８（ｃｍ

３／ｃｍ３），饱和含水率 θｂ ＝
０．４２（ｃｍ３／ｃｍ３），实验土柱高 １００ｃｍ，内截面积
１０５．６８ｃｍ２，供水装置为高５０ｃｍ、内截面积３０．５０
ｃｍ２的圆柱形马氏瓶，在相同条件下，同时对三组土
柱在入渗结束时（ｔ＝８５０、１５００和 ２４００ｍｉｎ）取
土。采用１０５℃、１２ｈ烘箱加热法对含水率进行测
量，实测土壤含水率见图２。

表１　土壤粒径组成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粒径／ｍｍ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０．０５ ０．０５～１
百分比／％ ２０．４６５ ４２．３６４ ３７．１７１

图２　含水率实测值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２　待求参数计算和验证
本例中模式搜索主要参数为：α＝２，β＝０．５，

ε＝５Ｅ－０６；表决方式为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ＢａｓｉｓＮｐ１。待求参
数约束条件［１４１５］为：０．０００００２≤ Ｋ≤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００４≤Ｄ≤０．２５，将 ｔ＝８５０、１５００ｍｉｎ时刻含
水率实测值代入优化模型式（９），得参数最优值
Ｋ＝１．５９７Ｅ－０５；Ｄ＝２．５４Ｅ－０４，目标函数变化过
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目标函数变化图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为了验证优化所求参数的合理性，将最优参数

Ｄ、Ｋ代入（６）式，计算 ｔ＝２４００ｍｉｎ时刻含水率分
布，实测值与计算值分布如图４所示，数据分析见表
２，将参数Ｄ、Ｋ代入（８）式，分别计算入渗８５０、１５００
和２４００ｍｉｎ时的累计入渗量，实测累计入渗量和计
算累计入渗量如表３所示。

图４　２４００ｍｉｎ时刻含水率实测值与计算值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ｔ２４００ｍｉｎ

　

表２　数据分析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Ｃ ＡｄｊＲ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 ＳＳＥ ＲＭＳＥ
０．９４６ ０．９４２ ０．９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表２中ＳＳＥ为两组数据的误差平方和，ＲＭＳＥ
为均方根误差，用来衡量观测值同真值之间的偏差，

ＳＳＥ和 ＲＭＳＥ其值越小越好；ＣＯＣ为相关系数，Ｒ
Ｓｑｕａｒｅ为决定系数，ＡｄｊＲＳ为根据样本数量和自由
度调整后的样本 ＲＳｑｕａｒｅ，ＲＳｑｕａｒｅ、ＡｄｊＲＳ其值
越大表明拟合程度越高。由表２可知ＳＳＥ和ＲＭＳＥ
均较小，而 ＲＳｑｕａｒｅ、ＡｄｊＲＳ均较大，这说明采用拉
普拉斯模式搜索算法求解水分运移参数具有一定

９５　任长江等：求解水分运移参数的拉普拉斯模式搜索方法　



的精度而且是可行的。由表３中除了８５０ｍｉｎ时刻
累积入渗量实测值与计算值误差较大外，其它时刻

实测值与计算值则吻合较好。

表３　累积入渗量实测值与计算值
Ｔａｂ．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时间／ｍｉｎ ８５０ １５００ ２４００
实测值／Ｌ ３．４０８ ５．５７６ ６．８９２
计算值／Ｌ ４．２９３ ５．８７５ ６．３４８
相对误差／％ ２０．６１ ５．０７６ ８．５６０

４　结　论

以水分实测值和计算值标准差最小为优化目

标，建立了水分运移参数优化的目标函数，综合运用

拉普拉斯变换、模式搜索对水分运移参数进行了优

化求解。在粘粒含量较高的土壤中由于水分扩散较

慢，水分参数随含水率变化较小，因而可假设非饱和

导水率和扩散率为常数，采用拉普拉斯变换对非饱

和水分运动方程进行线性化处理，简化了问题求解

的难度且拟合度较高。而对于原状土由于大空隙的

存在，其导水率和扩散率变化较大，沙土或者质地较

轻的土壤也由于水分参数变化较大，用此方法计算

水分分布可能存在较大偏差，因而在对非饱和土壤

水分运移进行数值模拟的时候，应根据不同质地土

壤选择合适的求解方法。

参考文献：

［１］梁冰，刘晓丽，薛强．非等温入渗条件下土壤中水分运
移的解析分析［Ｊ］．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１
（６）：７４１７４４．
ＬｉａｎｇＢｉ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ｉ，ＸｕｅＱｉａｎｇ．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ｉｌｉ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２，
２１（６）：７４１７４４．

［２］任理．地下水溶质径向弥散问题的混合拉普拉斯变换
有限单元解［Ｊ］．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Ａ辑，１９９４，９
（１）：３７４３．
Ｒｅｎｌｉ．ＡｈｙｂｒｉｄＬａｐｌａ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ｓｏｌｕｔｅｒａｄｉ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ｌｏｗ［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１９９４，９（１）：３７４３．

［３］杨坤，白丹，郝祥琪，等．基于遗传算法的土壤水分运动
参数识别［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９）：３２３５．
ＹａｎｇＫｕｎ，ＢａｉＤａｎ，ＨａｏＸｉａｎｇｑｉ，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ｏｉ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５（９）：３２３５．

［４］ＢｈａｒａｔＴＶ．Ａｇ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
Ｓｗａｒｍ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ＥＥＥ，２００８．

［５］刘利斌，欧阳艾嘉，乐光学，等．基于混合粒子群的土壤

水分特征曲线参数优化［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１１，
４７（３５）：２１８２２１．
ＬｉｕＬｉｂｉｎ，ＯｕｙａｎｇＡｉｊｉａ，Ｙｕｅ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ｅ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ｙ
ｂｒｉ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４７（３５）：２１８２２１．

［６］张廷龙，孙睿，胡波，等．利用模拟退火算法优化 Ｂｉｏｍｅ
ＢＧＣ模型参数［Ｊ］．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０（２）：４０８４１４．
ＺｈａｎｇＴｉｎｇｌｏｎｇ，ＳｕｎＲｕｉ，ＨｕＢｏ，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
ｎｅａｌ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ＢｉｏｍｅＢＧＣ
ｍｏｄｅ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０（２）：
４０８４１４．

［７］王玉强，王英华，张宽地．基于模式搜索算法的 ＶａｎＧｅ
ｎｕｃｈｔｅｎ方程参数优化［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１０，
（９）：８１０．
ＷａｎｇＹｕ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Ｋｕａｎｄｉ．Ｔｈｅｐａｒａ
ｍｅｔｒ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ｎ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ＣｈｉｎａＲ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ｙ
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０，（９）：８１０．

［８］李守义，高辉，冯海波．基于模糊有限元的堆石坝材料
参数敏感度分析［Ｊ］．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１８
（１）：３５３９．
ＬｉＳｈｏｕｙｉ，ＧａｏＨｕｉ，ＦｅｎｇＨａｉｂｏ．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ｏｃｋｆｉｌｌｄａ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ｕｚｚｙ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８
（１）：３５３９．

［９］ＫａｒａｈａｎＨ，ＧｕｒａｒｓｌａｎＧ，ＧｅｅｍＺ．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ｕｓｋｉｎｇｕｍｆｌｏｏｄｒｏｕ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ａｈｙｂｒｉｄ
ｈａｒｍｏｎｙ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１８（３）：３５２３６０．

［１０］黄天云．约束优化模式搜索法研究进展［Ｊ］．计算机
学报，２００８，３１（７）：１２００１２１５．
ＨｕａｎｇＴｉａｎｙｕ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ｓ，２００８，３１（７）：１２００１２１５．

［１１］胡顺军，田长彦，宋郁东．绿洲棉田非饱和土壤导水率
的野外试验研究［Ｊ］．中国沙漠，２０１０，３０（１）：
１１６１１９．
ＨｕＳｈｕｎｊｕｎ，Ｔ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ＳｏｎｇＹｕｄｏｎｇ．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
ｏａｓｉｓｃｏｔｔｏｎｆｉｅｌ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ｓｅｒ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
３０（１）：１１６１１９．

［１２］熊庆旭，刘锋，常青．信号与系统［Ｍ］．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３］沈瑜，党建武，王国华．基于自适应搜索模式的运动估
计算法［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１１，３７（２２）：１２５１２７．
ＳｈｅｎＹｕ，Ｄ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ｕ，ＷａｎｇＧｕｏｈｕａ．Ｍｏ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ｔｔｅｒ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７（２２）：１２５１２７．

［１４］ＭａｂｉｒｉｚｉＤ，ＢｕｌｕｔＲ．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ｕｐｌｅｐｓｙｃｈｒｏｍ
ｅｔｅｒｓ［Ｊ］．ＡＳＣＥ，２００９，１８７：６０６－６１３．

［１５］ＨａｙａｓｈｉＳ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ｒｅｉｎ
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ｏｂｌｉｑｕｅｐｕｌｌ”［Ｊ］．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１３６（９）：１３０５．

（责任编辑　王卫勋）

０６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３）第２９卷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