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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陕西关中盆地为研究区，利用HYDRUS-1D软件构建土壤水分运移模型、作物根系吸水模型和溶质运移模

型，模拟了“三氮”在包气带中的迁移转化过程。结果表明：1）作物根系吸水吸氮规律一致，且主要吸收氨氮形式的

氮素，吸收率为35%；2）亚硝态氮和硝态氮更容易被淋失到地下水中，且主要以硝态氮为主；3）不同包气带岩性对“三

氮”向下迁移的速率和迁移量影响很大。

关键词：三氮；包气带；迁移转化；HYDRUS-1D；关中盆地

中图分类号：P3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135（2015）04－0291-08

收稿日期：2015-09-15

资助项目:陕西省环保局环境科研项目“陕西省地下水污染现状调查(Z0709009)”

作者简介：王小丹（1982-），女，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环境地质水文地质研究，E-mail：71573377@qq.com。

进入21世纪，我国氮肥的施用量超过作物地上

部吸收量，氮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开始凸显[1]，最突出

的表现之一是“三氮”经由包气带淋失到浅层地下水

从而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因此，氮素在包气带中的迁

移转化规律及氮污染等问题成为国内学者近年来关

注的热点。关中盆地作为陕西省重要的农业基地，长

期以来受农业施肥和灌溉的影响，NO3
-的淋失作用比

较强烈，淋失量较大，使得关中盆地浅层地下水普遍

受到NO3
-污染的威胁[2-4] 。自2002年开始，王文科率

领的研究小组一直对关中盆地的“三氮”污染进行研

究，分析“三氮”在包气带中的迁移转化规律、空间分

布特征、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地下水氮污染、地下水氮

污染健康风险评价以及与“三氮”有关的微生物分布

及其反硝化能力等，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5-13]。

本文尝试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关中盆

地首次利用美国盐土实验室（US Salinity laboratory）

开发的HYDRUS-1D软件，将土壤水分运移模型、作

物根系吸水模型和溶质运移模型相耦合，模拟研究

区典型包气带结构中“三氮”的迁移转化过程，研究

不同包气带岩性、结构对“三氮”迁移转化的影响。

1研究区概况
关中盆地位于陕西省中部，地处黄土高原南缘，

是一个三面环山，西高东低，西窄东宽的盆地，渭河

自西向东穿过盆地中部。从南北山前到盆地中心，

呈阶梯状依次分布有山前洪积扇、黄土台塬、冲积平

原等地貌类型（图1）。第四系松散层孔隙水、孔隙裂

隙水是关中盆地潜水的主要类型，其补给来源主要

是降水和地表水的入渗等[ 2]。

2模型建立
2.1数学模型

2.1.1土壤水分运移模型

土壤水分运移模型是用来描述水分在土壤中的

运移过程的。本文采用经典的Richards方程来描述

土壤水分运移过程，忽略土壤水平和侧向水流运动，

仅考虑一维垂向运移。

c(h) ∂h∂t =
∂
∂z [(K(h)

∂h
∂z) -K(h)] -S(z,t)

h(z,0)= h0(z) 0≤ z≤L,t=0

-K(h)(∂h∂z -1)= ε(t) z=0,t>0

h(z,t) = 0 z=L,t>0
式中：C(h)为土壤容水度（1/cm）；K(h)为非饱和

渗透系数（cm/d）；h为压力水头或基质势（cm）；S（z,

t）为单位时间单位体积土壤中根系吸水率（d-1）；t为

时间变量（d）；Z为空间变量（cm），地表为原点，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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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L为潜水埋深（cm）；h0(z)为初始压力水头分布

（cm）；ε(t)为入渗强度（cm/d）。

2.1.2作物根系吸水模型

根系吸水率表示由于根系吸水而在单位时间内

从单位体积土壤中流失的水分体积，本文采用以水

势差为基础的Feddes模型，即：

S( )z,t = α( )h,z β ( )z Tp

式中：α（h，z）表示水分胁迫反应方程；β(z)为根

系吸水分布函数（cm-1）描述了根系吸水的空间变异；

Tp为作物潜在蒸腾率，（cm·d-1）。

2.1.3溶质运移模型

在模拟中，考虑氮肥施用后在土壤中的运移和

转化过程，采用传统的对流-弥散方程（Convec-

tion-Dispersion Equation, CDE）来描述溶质运移过

程。

对于NH4
+，考虑吸附、硝化、和根系吸收作用，

CDE方程为：

∂(θ ⋅ c1)
∂t = ∂∂z (

θ ⋅DL ⋅
∂c1
∂z ) -

∂
∂z (q ⋅ c1)

-ρb

∂(ρske ⋅ c1)
∂t - k1 ⋅ θ ⋅ c1 -U1

c1(z,0)= c10(z) 0≤ z≤L,t=0

-(θ ⋅DL ⋅
∂c
∂z - q ⋅ c1) = ε(t)⋅ c0 z=0,t>0

c1(L,t) = c1L z=L,t>0

对于NO2
-和NO3

-，考虑硝化、反硝化和根系吸收

作用，CDE方程为：

∂(θ ⋅ ci)
∂t = ∂∂z (

θ ⋅DL ⋅
∂ci

∂z ) -
∂
∂z (q ⋅ ci)

-ki ⋅ θ ⋅ ci + ki-1 ⋅ θ ⋅ ci-1 -Ui i=2,3

ci(z,0)= 0 0≤ z≤L,t=0

ci(0,t) = ci0(t) z=0,t>0

ci(L,t) = ciL
z=L,t>0

式中：θ为土壤体积含水率（cm3/cm3）；C1为土壤

溶液NH+4浓度（mg/L）；DL为纵向弥散系数（cm/d）；q

为水分达西流速（cm/d）；ρ b 为土壤体积密度（mg/

cm3）；ρs为容重（g·cm-3）；ke为NH+4在土壤中的吸附分

配系数（cm3·g-1）；k1和k2分别为NH+4和NO-2的硝化速

率常数（d-1）；U1为 NH+
4的作物吸收量，Ui分别表示

NO-2和NO-3的作物吸收量；C10(z)为土壤NH+4初始浓

度（mg/L）；C0为入渗溶液NH4
+浓度（mg/L）；C1L为潜水

NH+4浓度（mg/L）；C2和C3为NO-2和NO-3浓度（mg/L）；

k3为反硝化速率常数（d-1）；C20(z)和C30(z)为土壤NO-2

和NO-3初始浓度（mg/L）；C2L和C3L为潜水NO-2和NO-3

浓度（mg/L）。

2.2初始条件及边界条件

对于水分运移的上边界，选择通量已知的大气

边 界 条 件（Atmospheric Boundary Condition with

图1 关中盆地地貌图

Fig.1 Geomorphology of Guanzhong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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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Layer），在作物生育期内逐日加入通过上边

界的变量值，包括降水量、灌溉量、棵间潜在蒸发率

和作物潜在蒸腾率；其中，叶面拦截雨量忽略不计。

由于表土层导水率较大，即使有较高强度降水或灌

溉发生，也会很快入渗，因此，地面径流忽略不计。

下边界选在潜水面处，使用定水头边界（Constant

Pressure Head）。初始条件通过含水率给定，根据实

验室测定的不同岩性中含水率的经验值给定，下边

界处为饱和含水率。

对于溶质运移的上边界，选择溶质通量边界

（Concentration Flux Boundary Condition），施肥量通

过上边界水流通量与其浓度的乘积体现。下边界选

择浓度零梯度边界条件（Zero Gradient），计算土壤水

渗漏量和硝态氮淋失量。由于氮的转化过程十分复

杂，模型建立时认为“三氮”的转化过程:NH+4→NO-2→

NO-3→气态氮，忽略土壤中有机氮的矿化作用和土壤

颗粒对NO-2和NO-3的吸附性，同时，NH+4和NO-2的硝

化作用及NO-
3的反硝化作用均符合一级动力学反

应。为了更好地分析“三氮”在包气带中的迁移转化

过程及去向问题，本次模拟将包气带中“三氮”的背

景值设定为零，假定包气带尚未接受氮源补给。

2.3主要参数的确定

本次模型重点模拟“三氮”在包气带的迁移转化

过程及去向，因此，模型参数选用研究小组试验测定

的参数及研究区统计条件下的氮肥施用量和灌溉

量等。

2.3.1 土壤水分特征参数及溶质运移参数

土壤水分特征参数和溶质运移参数见表1、表2，

主要通过原位及实验室试验测定获得。

2.3.2灌溉量和施肥量

研究区域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冬小麦和夏玉

米，因此本次模拟选定这两种作物。根据冬小麦-夏

玉米的需水量和关中盆地农作物长期以来的灌溉制

度，在每个冬小麦-夏玉米的轮作期内共灌溉五次，

分别为冬小麦的播前灌、返青灌、拔节灌和夏玉米的

播前灌和拔节灌，总灌溉量为280 m3/亩，其中冬小麦

150 m3/亩和夏玉米130 m3/亩。另外，取各行政区多

年施肥量的平均值分别作为该区内的施肥量，折算

成施氮量加入到模型中，见表3。

2.3.3作物根系模型参数

研究区域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冬小麦和夏玉

米，因此本次模拟选定这两种作物，模型参数利用软

件中提供的经验参数，并忽略溶质对水分的胁迫

作用。

由于玉米根系主要集中在土壤0～40 cm的深度，

占整个根量的95%左右，所以玉米吸收水分和养分主

要依靠这部分根[14]；同时，根据赵秉强等[15]的研究，玉

米最大扎根深度可达160 cm，但99%以上的根量集中

在120 cm土层以上。小麦根系深度一般在80～210

cm之间[16]，并且主要分布在70 cm土层内[17]。因此，综

合考虑小麦和玉米的根系深度和特征，在模拟时将

最大扎根深度取为100 cm。

3模型运行结果及分析
在上述建模与确定参数的基础上，经过数值模

拟得到根系吸水吸氮及三氮在不同岩性包气带中的

迁移转化规律。

3.1根系吸水吸氮规律

以西安市氮肥施用量为例，模拟冬小麦从播种

黄土

中砂

θr

0.118

0.046

θs

0.390

0.175

α
（l/cm3）

0.001

0.120

n

1.210

2.643

Ks

(cm/d)
4.690

84.000

容重
(g/cm3)

1.370

1.400

纵向弥
散度(cm)

1.450

5.000

岩性
参数

表1 土壤水分特征参数表

Table 1 Parameters of the soil moisture

黄土

中砂

Kd

(cm3/mg)
0.145

0.004

Ks

(cm3/mg)
9.09

5.22

Dw

（cm2/d）
4.32

4.32

K1

（1/d）
0.01

0.01

K2

（1/d）
0.01

0.01

K3

（1/d）
0.001

0.001

岩性
参数

表2 溶质运移模型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 solute transport model

西安

宝鸡

咸阳

渭南

小麦

254.8

241.6

189.4

154.0

玉米

212.4

201.3

157.8

128.4

合计

467.2

443.0

347.2

282.4

施氮量

地区

表3 不同地区农田施氮量（kg/hm2·a）
Table 3 Farmland nitrogen amount in thedifferent areas

注：Kd为吸附分配系数；Ks为吸附分配系数与最大吸附量的

乘积；Dw为氮在纯水中分子扩散系数；K1、K2分别为NH+4和

NO-2的硝化系数；K3为反硝化系数。

注：Ks为饱和水力传导度；θr为土壤残余体积含水率，θs为

土壤饱和体积含水率，α、n为经验拟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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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作用影响的原因。

（3）由模拟结果表4可以看出，当施氮量为大约

254.8 kg/hm2时，根系对“三氮”的吸收量约为89.3 kg/

hm2，吸收率为 35%，而大约有65%的氮素残留在土

壤中，一部分被土壤颗粒吸附，一部分随水分向下运

移而被淋滤到地下水中，从而对地下水污染构成

威胁。

（4）模型运行结果显示，在冬小麦生长季氮的淋

失量并不大，只有 0.133 kg/hm2，这可能是因为模型

计算时间较短，只计算了冬小麦的生长时间（约250

天），大量的硝态氮还尚未运移到潜水面，所以模型

结果显示的淋失量偏小。

3.2单一岩性中氮的迁移规律

3.2.1模拟结果

选择中砂作为单一介质进行模拟，以春玉米-冬

小麦为种植作物，计算时间选择五年，模拟结果如图

3-图5所示。

由图2-图4可见，在单层中砂中，氨氮、亚硝态氮

和硝态氮都在随水流向下迁移，但是迁移规律不

到收割期间根系吸收水分及“三氮”规律，模拟结果

如下（图2、表4）：

（1）由图2可以看出，根系吸水吸氮规律一致。

小麦根系对水分的吸收主要集中在播种后的前两个

月和返青直至收割的后三个月，对“三氮”的吸收也

同样集中在这段时间。关中盆地冬小麦一般在10月

份播种，第二年6月收割，在冬季的三个月（12月到2

月）里，由于小麦处于休眠期，基本不生长，因此，对水

分和“三氮”的吸收量较小。

（2）比较小麦根系对“三氮”的吸收可以看出，小

麦根系主要吸收NH+4形式的氮素，对亚硝态氮和硝

态氮的吸收量很少，这也是NO-2和NO-3容易受到淋

时间（天）

根
系

吸
水

强
度
（

cm
/天

）

溶
质

通
量
（

m
g/

cm
2 /天

）

溶
质

通
量
（

m
g/

cm
2 /天

）

溶
质

通
量
（

m
g/

cm
2 /天

）

时间（天）

时间（天） 时间（天）

表4 模拟计算区冬小麦生长季氮素平衡各项比较（以N计）

（单位：kg/hm2）

Table 4 Nitrogen balance of simulation area during

the winter wheat growing season

图2 小麦根系对水分、氨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吸收

Fig.2 Wheat root absorption of the water, NH4
+, NO2

- and NO3
-

项目

氨氮

亚硝态氮

硝态氮

合计

输入量

254.8

0

0

254.8

根系吸收
量

78.7

9.4

1.2

89.3

淋失量

0.002

0.006

0.125

0.133

其它
（吸附、固化、反硝化）

-

-

-

16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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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要表现在：

（1）氨氮进入土层后，随水分向下迁移量迅速减

少，迁移速度较慢。在前五年，氨氮主要累积在大约

1 m以上的土层。第一年，氨氮迁移到大约50 cm的

土层，在0～50 cm土层，氨氮浓度从0.043 mg/cm3减

少到 0；第三年，氨氮在土壤表层出现累积现象，最

大累积量出现在大约25 cm的土层，浓度达到0.047

mg/cm3，迁移至约 85 cm的土层；第五年，最大累积

量出现在大约30 cm的土层，达到0.05 mg/cm3，迁移

至约120 cm的土层。由此推算，氨氮随水分向下迁

移速度约为15～20 cm/a。

（2）亚硝态氮随水分向下迁移速度较快，在土壤表

层同样出现了累积现象。第一年，最大累积量大约出

现在20 cm处土层，最大累积量约为0.01 mg/cm3，亚

硝态氮迁移到了400 cm以下的土层；第三年，最大累

积量大约出现在 30 cm处的土层，最大累积量约为

0.018 mg/cm3，亚硝态氮已经迁移到潜水面；第五年，

最大累积量大约出现在50 cm处的土层，最大累积量

约为0.023 mg/cm3，进入潜水面的亚硝态氮通量大约

为0.000 7 mg/cm3。

图3 单层中砂中不同时间氨氮剖面分布图

Fig.3 NH4
+ content profile of the monolayer sand in different time

图4 单层中砂中不同时间亚硝态氮剖面分布图

Fig.4 NO2
- content profile of the monolayer sand in different time

图5 单层中砂中不同时间硝态氮剖面分布图

Fig.5 NO3
- content profile of the monolayer sand in different time

深
度
（

cm
）

深
度
（

cm
）

深
度
（

cm
）

深
度
（

cm
）

深
度
（

cm
）

深
度
（

cm
）

深
度
（

cm
）

深
度
（

cm
）

深
度
（

cm
）

浓度（mg/cm3） 浓度（mg/cm3） 浓度（m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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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硝态氮随水分向下迁移速度快，在土壤表层

也有累积现象。第一年，硝态氮就已经随水流迁移

到了潜水面，最大累积量出现在大约25 cm的土层，

最大累积量约为 0.002 5 mg/cm3；第三年，最大累积

量出现在大约40 cm的土层，最大累积量约为0.018

mg/cm3，进入潜水面的硝态氮通量大约为 0.002 2

mg/cm3；第五年，最大累积量出现在大约60 cm的土

层，最大累积量约为0.023 mg/cm3，进入潜水面的硝

态氮通量大约为0.000 4 mg/cm3。

3.2.2形成原因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由根系吸水吸氮模型结果可以知道，氨氮进

入土壤后，有一部分由于植物固氮作用而被吸收，有

一部分被土壤颗粒吸附而固定，还有一部分通过硝

化作用转化成了亚硝态氮。因此，氨氮进入土层后

浓度迅速减少，向下迁移速度很慢，并在土壤表层出

现累积现象。

（2）由于氨氮的硝化作用，亚硝态氮也在土壤剖

面中出现了累积；由于氨氮主要出现在大约1 m以上

的土层，亚硝态氮的最大累积量的峰值点也主要出

现在土壤表层。同时，由于土壤颗粒对亚硝态氮几

乎不吸附，而且中砂岩性颗粒较粗，透水性好，水分

向下迁移速度快，从而导致亚硝态氮随水分向下迁

移的速度也较快，在第二年已经迁移到了潜水面，并

导致进入到潜水面的亚硝态氮通量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断增大，对浅层地下水水质构成了威胁。

（3）经由硝化作用，亚硝态氮转化成了硝态氮，

导致土壤剖面中也出现了硝态氮的累计现象，累积

量峰值点也主要出现在1 m以上的土层，且随时间变

化向下不断推移。同时，由于土壤颗粒对硝态氮几

乎不吸附，而且中砂岩性颗粒粗，透水性好，使得硝

态氮迁移速度很快，淋失量也较大。

3.3不同岩性中氮的迁移转化规律

3.3.1模拟结果

以春玉米-冬小麦为种植作物，计算时间选择二

十年，包气带厚度为5 m，以关中盆地包气带两种比较

典型的岩性中砂和黄土为例，进行不同岩性中氮素迁

移转化规律研究。模型计算结果如图6-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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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岩性结构中氨氮的迁移规律

Fig.6 Migration of the NH4
+ in different lithology

图7 不同岩性结构中亚硝态氮的迁移规律

Fig.7 Migration of the NO2
- in different li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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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6-图8可以看出，不同岩性条件下，氨氮、亚

硝态氮和硝态氮随水流向下迁移的规律不同，主要

表现在：

（1）20 年后，氨氮在中砂中已经迁移到了 300

cm的土层中，并且在大约40 cm处出现了累积峰值

点，峰值浓度约为 0.065 mg/cm3；在同样的时间内，

氨氮在黄土中只迁移到了大约 25 cm处，并且浓度

值随土层深度急剧减少，从土壤表层的0.06 mg/cm3

变为0。

（2）亚硝态氮在中砂中已经迁移到了潜水面，进

入潜水面的通量大约为0.003 mg/cm3，并且在土层大

约 80 cm 处也出现了累积峰值点，峰值浓度约为

0.022 mg/cm3；而在黄土中亚硝态氮只迁移到了80 cm

深的土层中，并且在0～30 cm处亚硝态氮浓度迅速

从0.042 mg/cm3减少到0.005 mg/cm3，而在30～80 cm

处其浓度从0.005 mg/cm3减少到0。

（3）硝态氮在中砂中也迁移到了潜水面，进入潜

水面的通量大约为0.011 mg/cm3，并且在大约90 cm

处也出现了累积现象，最大浓度值为 0.012 5 mg/

cm3；而在黄土中亚硝态氮只迁移到了150 cm深的土

层中，并且在土壤表层的0～30 cm处其浓度迅速从

0.02 mg/cm3减少到 0.005 mg/cm3，而在 30～120 cm

处其浓度从0.005 mg/cm3减少到0。

3.3.2形成原因

“三氮”在中砂中随水分向下迁移的能力比在黄

土中强，迁移速度快。这主要是由于粗颗粒岩性土

层孔隙大，透水性好，土壤颗粒对氨氮吸附性弱，因

此，氨氮易随水流向下迁移；而细颗粒土层岩性结构

致密，透水性差，土壤颗粒比表面积大，对氨氮吸附

性强，大量的氨氮由于吸附作用而被固定到土壤颗

粒中，由氨氮转化来的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量也相

应变少，因此，氮素随水流向下迁移速度慢，大量的

氮主要积累在了土壤表层。

4讨论
（1）作物根系吸水吸氮规律一致，且根系主要吸

收NH+4形式的氮素，对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吸收量

很少，因此，NO-2和NO-3更容易受到淋滤作用的影响，

而NO-2不稳定，大部分经过硝化过程转化为相对稳

定的NO-3，因此，硝态氮受淋滤作用影响最明显，淋

失量最大。

（2）根据模型模拟结果，当施氮量为 254.8 kg/

hm2时，根系对“三氮”的吸收量为89.3 kg/hm2，吸收

率仅为35%，这与朱兆良等人关于我国氮肥利用的

研究成果相符，即“当季作物（对氮肥）的吸收利用率

约为35%”[18,19]，而剩余65%的氮素经由吸附、硝化—

反硝化、氨挥发、淋滤等作用而损失。因此，改变传

统的施肥灌溉模式，适当控制施肥量，不仅可以提高

氮肥的利用率，而且对防治地下水氮污染也有重要

的作用。

（3）氨氮进入土层后，由于植物吸收、土壤颗粒吸

附和硝化作用而迅速减少，随水分向下迁移速度很

慢，在中砂中其速度大约为15～20 cm/a，第五年时，

氨氮迁移到120 cm处，最大累积量为0.05 mg/cm3，出

现在30 cm处。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由于根系吸收、硝

化、反硝化及吸附作用等也迅速减少，但是随水分向

下迁移速度很快，第一年都已经迁移值五米处的潜

水面，到第五年时，进入潜水面的亚硝态氮和硝态氮

通量分别为0.000 7 mg/cm3和0.004 mg/cm3，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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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岩性结构中硝态氮的迁移规律

Fig.8 Migration of the NO3
- in different li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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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氮素主要以硝态氮形式进入地下水，亚硝态氮

次之。

（4）不同包气带岩性对“三氮”向下迁移影响较

大，表现为粗颗粒岩性中“三氮”随水流向下迁移速

度较快，而细颗粒岩性中迁移速度很慢。在模型模

拟的二十年时间里，当氨氮在中砂中已经迁移到大

约300 cm处时，在黄土中只迁移到大约25 cm处；亚

硝态氮和硝态氮在中砂中都已经迁移至五米处的潜

水面，进入潜水面的通量分别为0.003 mg/L和0.011

mg/L，而在黄土中亚硝态氮和硝态氮分别迁移至80

cm和150 cm深处。可见，“三氮”在包气带中的迁移

速率主要受包气带岩性影响，粗颗粒岩性中迁移速

度快，细颗粒岩性中迁移速度慢。

5结论
经过对比，本次模型模拟结果与前人已有研究

成果相符，因此，利用HYDRUS-1D软件可以较好地

反映出“三氮”在包气带中的迁移转化规律，研究方

法可行，根据模拟结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作物根系吸水吸氮规律一致，且主要吸收

NH+4形式的氮素。在我国目前氮肥施用水平上，作物

对氮素的吸收率较低，仅为35%左右，剩余NH+4形式

的氮素由于吸附、硝化—反硝化、挥发、淋滤等作用

而迅速减少，因此，随水流向下迁移速率较慢。

（2）作物对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吸收量很少，同

时，包气带对其吸附能力相对较弱，因而，向下迁移

的量相对较大，而NO2
-不稳定，大部分经过硝化过程

转化为相对稳定的NO3
-，因此，硝态氮受淋滤作用影

响最明显，淋失量最大。

（3）不同包气带岩性对“三氮”向下迁移影响较

大，表现为粗颗粒岩性中“三氮”随水流向下迁移速

度较快，而细颗粒岩性中迁移速度很慢。

总之，模拟结果进一步证明，氮素主要以亚硝态

氮和硝态氮的形式进入地下水中，并以硝态氮为主，

其迁移速度和迁移量受包气带岩性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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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ng and Transforming Rule of Nitrogen in Unsaturated Zone in

Guanzhong Basin Based on HYDRUS -1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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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built soil moisture transform model, the crop root water absorption model and the sol-

ute transport model with using HYDRUS-1D software, and then, simulated the transpor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itrogen in unsaturated zone at Guanzhong basin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1)The rule of

crop root adsorbing water and nitrogen is consistent, and the main absorp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the absorp-

tion rate is 35%; 2)the nitrate nitrogen and nitrate are more likely to be leaching into groundwater, and are mainly

composed of nitrate nitrogen; 3)Different unsaturated zone lithology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migration rate and

amount of nitrogen.

Key Words：nitrogen; unsaturated zone;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HYDRUS-1D; Guanzhong basin

Suitability Evaluation for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in Binhai New Area,Tianjin

WANG Lan-hua, MA Wu-ming, LI Ming-ming, ZHANG Ying, CUI Kai-peng

（Tianjin Monitoring stations of Geological environment,Tianjin 30019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background in Bin-

hai New Area,Tianjin. We assess underground spac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in Binhai New Area by selecting

mucky soil thickness, silty soil distribution(<20 m), aquifer bottom plate depth of the first marine beds, land sub-

sidence, groundwater corrosion as evaluation factors and applying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nd mathema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eastern coastal area,making up 24% of the total area, experiences poor evaluation re-

sults with difficulty in shield construction and foundation pit support. North,west and south of the area,making up

46% of the total area, experiences good evaluation results and is easy in shield construction and foundation pit

support. Other parts of the area is general area with normal difficulty in shield construction and foundation pit

support.

Key words: Binhai New Area；engineering geology;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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