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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韭园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采样，探索流域地表径流、地下水、降水和土壤水等

各种水体氢氧稳定同位素分布特征，为研究淤地坝淤积规律和坝控流域中淤积的水沙分布规律提

供基础。应用氢氧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分析了淤地坝淤积体中土壤水的分布和来源：土壤水的组

成中天然降水的含量始终不大；土壤水从浅到深的赋存规律由“较为平均分布、以地表径流为主”，

逐步变成“地下水为主、地表径流为辅”。结合在纵深方向上的土壤水份分布情况，发现土壤水含水

量的变化和同位素的变化存在相同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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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水文学、水
资源学、环境生态学及地质学等诸多领域：包括地下

水起源和测定、地下水地表水相互作用、河流湖泊蒸

发、水体污染来源、水资源评价尤其是水汽来源和降

雨径流关系等方面。国内许多学者分别针对黄河地

下水［１］、青藏高原［２３］等地区进行了研究；国外有研

究者面向全球范围［４］进行了应用，均取得了显著的

成果。

黄土丘陵沟壑区是黄土高原中水土流失较为严

重的地区之一，这里气候变化复杂，经过长期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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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风蚀和冻融剥蚀，形成了繁复的下垫面条件，治

理过程并不容易。多年来，人们在长期水土流失治

理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水土保持措施并

行的综合治理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效果。

淤地坝作为水土保持在流域治理中的重要措施

之一，其拦截泥沙、蓄滞洪水，极大地减少了流域的

水土流失。而通过分析淤地坝中淤积体中水分的来

源和组成，就可以了解流域水土流失中水的分布、迁

移规律。应用氢氧稳定同位素研究工程措施对这些

流失水分的拦蓄作用如何；从而找寻流域侵蚀发生

的主要来源，为针对性的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提供理

论基础。

１　研究区概况

韭园沟流域位于陕西省绥德县，是无定河中游

左岸的一条支沟。流域面积７０．７ｋｍ２，断面成Ｖ字
型，主沟道长 １８ｋｍ，平均比降 １．１５％，沟壑密度
５．３４ｋｍ／ｋｍ２。流域土地表层为黄土，梁、峁顶、峁
坡都有分布。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

温为 １０．２℃，无霜期 １６０天左右，年均降水量为
５２４．４ｍｍ，其中６～９月降水占全年降水的７２．７％。
流域年均蒸发量为１５１９ｍｍ，风向以西北风为主，
最大风速为４０ｍ／ｓ。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为２７５万
ｍ３，多年平均流量为０．１１４ｍ３／ｓ；径流年际变化较
大，年内分布不均匀。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韭园沟
流域作为水土保持示范区，经历了试验示范、坝系发

展、巩固提高、相对稳定发展４个阶段。目前韭园沟
大部分淤地坝使用效果良好，坝地面积与集水面积

之比达到１／２４，坝系进入基本保收阶段［５］。

裴家峁沟是韭园沟的对比沟，两沟相距约６．０
ｋｍ，同在无定河中游左岸。裴家峁流域面积 ４１．５
ｋｍ２，主沟道长１１ｋｍ，平均比降１．５１％，沟壑密度
２．６９ｋｍ／ｋｍ２。植被覆盖种类与韭园沟相近，人工
草地较少，没有大片森林，零星树木分布在村庄、路

旁，陡崖全部裸露。流域治理缓慢，截止１９９９年治
理面积仅为４．６２ｋｍ２，占流域面积的１１．７％，有淤
地坝６１座，淤地面积３５．５ｈｍ２［６］，属于未治理沟道。

本文以韭园沟小流域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裴家

峁小流域为对比流域。

２　数据来源与取样

从２０１１年４～１１月分别在韭园沟和裴家峁先
后取样４次。共计取水样１３７个，其中韭园沟沟道
取水４７个、坝地水库取水共计１８个、地下水２０个、
雨水１１个、无定河水４个；裴家峁沟道取水３４个、

地下水３个。共计取土样４２个，包括韭园沟内的淤
地坝、沟道、坡面和梯田等，土壤取样最大深度为４
米。取样点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１　野外采样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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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样时先用广口瓶取水，待水温、ｐＨ稳定之
后现场用定性滤纸过滤水样至同位素分析专用小瓶

中，装满排净空气后密封保存；如果遇到地表径流较

为浑浊的情况，则再额外过滤若干次，直到确保同位

素测定用水无杂质。所有水样标记，分装好之后均

在２４ｈ内运送回实验室进行预处理和测量。
土样采集使用人工土钻进行取样，每个土样分

为两份：一份取样后立即称量湿重、密封后送回实验

室烘干，用于测定土壤含水量；一份用于土壤水同位

素测量，采样之后立即装入同位素测定专用瓶，并用

封口带密封、避光保存，防止土壤水蒸发损失。

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量。

水样的同位素测量采用 ＬＧＲ公司生产的 ＤＬＴ
１００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进行分析。土壤水同位素
的测定则是先通过真空抽提技术提取土壤中的水

分，然后用相同的方法处理。应用激光光谱技术比

使用同位素质谱仪测定避免了测量前处理过程中

ＣＯ２平衡过程或者水还原为 Ｈ２的过程，使得同位素
测量的操作更加简便，在大批量处理样品上有一定

的优势。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稳定同位素示踪研究基础
目前在水循环研究中，广泛应用的氢氧同位素

有Ｄ、Ｔ（３Ｈ）、１８Ｏ等。上述同位素以 ＨＤＯ、Ｈ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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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
１８Ｏ等水分子形式存在并参与到水循环中，主要

分布为 Ｈ２
１６Ｏ（９９．７３％），ＨＤ１６Ｏ（０．０３２％），Ｈ２

１８Ｏ
（０．２０％）［７］。由于水的同位素分子与一般添加进
的同位素不一样，是水分子的组成部分之一，不易与

周围物质发生化学反映，所以 Ｄ、Ｔ、１８Ｏ是研究水体
循环的良好示踪剂。顾慰祖［８］等人应用此特征对

降雨径流进行分割，ＣＨＯ．Ｓ．Ｈ［９１０］等人利用暴雨和
地下径流在同位素组成方面的差异，在小流域上区

分了前期径流和本次降水过程，上述研究均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

同位素含量的表示方法很多，常用的有同位素

丰度、同位素比值Ｒ和千分差 δ等。由于 Ｒ值通常
情况下取值较小而且变化不大，所以精确测定稳定

同位素的绝对含量基本没有实际意义。在研究工作

中采取相对测量的方法，使用千分差来分析解决问

题。若δ值为正，表示样品比之标准样品富含重同
位素；若δ值为负，表示样品比之标准样品富含轻同
位素［１１］。

３．２　同位素计算原理
同位素具有分馏作用，所以大气降水中的稳定

同位素Ｄ、１８Ｏ含量主要受到降水时温度影响，并具
有随温度降低，Ｄ、１８Ｏ含量降低的基本变化特征。
与质量、能量一样，物质在进行相变过程中，比如水

同位素的转化转换，也是满足守恒定律的，称为同位

素质量平衡原理。即：

Ｍ总 δ总 ＝Ｍ１δ１＋Ｍ２δ２＋… ＋Ｍｎδｎ
其中，Ｍ１，Ｍ２，…，Ｍｎ分别表示各种物质的质量数
目，并且Ｍ总 ＝Ｍ１＋Ｍ２＋… ＋Ｍｎ；δ１，δ２，…，δｎ表示
这些物质的同位素组成，δ总为 Ｍ总的同位素组成。
公式中的质量数Ｍ可以用水量Ｑ代替，得：

Ｑ总 δ总 ＝Ｑ１δ１＋Ｑ２δ２＋… ＋Ｑｎδｎ
在流域水循环中，动力同位素分馏效应普遍存

在于蒸发、降雨过程之中；而这种效应使得流域水资

源在转化过程中可以保持与之成因相关的同位素标

记特征［１２］。利用这种标记特征的分布规律，结合上

述方程可以计算组成某一物质的同位素及其混合来

源，如在植物水分循环方面，已有外国学者进行应用

计算［１３］。

首先随机选取一组［０，１］区间的数字，ｂ１、ｂ２、ｂ３
和ｂ４，且满足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１；其中 ｂ１代表降水
在土壤水组成中所占的比例，ｂ２代表水库水在土壤
水组成中所占的比例，ｂ３代表地下水在土壤水组成
中所占的比例，ｂ４代表地表径流在土壤水组成中所
占的比例。

根据同位素平衡原理，土壤水中同位素来源于

各种不同的水体，土壤水氢氧同位素关系等于各种

自然水体中δＤ～δ１８Ｏ关系的线性组合。前人的计
算中，一般使用单一的δＤ或 δＯ的关系进行分析计
算，但是由于δＤ和δＯ，尤其是δＯ的变化受蒸发、凝
结等过程的影响较大［１４］，所以使用在某一地区、某

一时期内比较稳定的 δＤ～δ１８Ｏ关系的线性组合进
行分析。

流域水体中存在叠加部分，所以计算中对数据

进行预处理，并以误差最小为主要约束条件。根据

所测定的土壤水中δ１８Ｏｏｂｓ值以及所选取的 ｂ１，ｂ２，ｂ３
和ｂ４数值，则可求得其对应的土壤水中的 δＤｓｉｍ，进
而得到模拟土壤水 δＤ的绝对误差。重复上述步骤
多次，则可得到 Ｎ组 ｂ１、ｂ２、ｂ３和 ｂ４值以及对应的误
差。当所选取的ｂ１，ｂ２，ｂ３和 ｂ４值为真值时，其误差
值达到最小；当 Ｎ足够大时，即求出不同类的自然
水体在土壤水组成中所占比例的真值。本次计算设

定Ｎ＝１００００。由于土壤水除了降水、水库水、地下
水和地表径流四种水体组成之外还有其他影响因

素，因此所模拟的土壤水 δＤ的绝对误差并不等一
定为０。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不同水体同位素分布规律
将１３７个水样进行分组，分为韭园沟地表径流、

地下水、降水、水库水和裴家峁地表径流五种。由于

实际中韭园沟并非一个封闭的模型，且流域中水库

是地表径流、地下水、降水汇流集中场所，是流域中

水份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定义水库水为与淤

地坝中水源转化以及混合的一种表现方式；将其作

为土壤水来源的一种，一方面表征来源分析中的误

差，同时也使得计算和分析结果更加严密。

上述五种水体和关帝沟坝地土壤水的δＤ～δ１８Ｏ
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野外采样水同位素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ｆｉｅｌｄ
　

可以看出，相对于全球大气降水线，韭园沟和裴

３　张翔等：淤地坝土壤水来源与分布研究　



家峁的水样同位素分布在斜率和截距上有不同程度

的偏移，体现了当地大气降水在输移和转化过程中

发生的同位素分馏过程，反映了其干旱气候的特

征［１５］。取样中降水的δＤ～δ１８Ｏ关系基本都分布在
黄土高原大气降水线附近；其他地表径流及地下水

同位素分布较之黄土高原大气降水线相比，截距和

斜率均偏小，反应了地表径流中轻量元素的含量小

于降水之中的轻量元素。这主要是因为蒸发，尤其

是水面蒸发过程中，轻量同位素更容易进入大气之

中，使得地表径流中富集重同位素。分别拟合上述

水体的大气降水线，得到结果如图３。通过拟合得
到的数学关系如表１所示。

图３　野外采样水同位素δＤ～δ１８Ｏ关系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表１　不同水体同位素δＤ～δ１８Ｏ关系表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水体 同位素关系 样本数 Ｒ２

韭园沟

地表径流
δＤ＝４．５０３δ１８Ｏ－２６．２７５ ４７ ０．９３６７

地下水 δＤ＝４．６０１δ１８Ｏ－２６．１８９ ２０ ０．９２８３
水库水 δＤ＝４．４７９δ１８Ｏ－２６．４１６ １８ ０．９７６７
裴家峁

地表径流
δＤ＝４．７３７δ１８Ｏ－２５．４２１ ３４ ０．９１９３

天然降水 δＤ＝６．４７１δ１８Ｏ－６．４２８ １１ ０．９５１０

可以看出天然降水的同位素关系的斜率远大于

地表水，说明降水中富集轻量同位素。这是由于植

被的蒸腾作用［１６］会使得叶片水蒸腾线［１７］的斜率低

于当地大气降水线的斜率，导致地表水相对较为富

集重同位素。且由于黄土丘陵沟壑区降雨稀少且集

中，多为超渗产流，并没有一个长时段的降雨均匀补

给过程，所以地表水同位素关系和天然降水关系差

距较大。

章新平等人有研究表明，稳定同位素比率与大

气含水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空气越干燥，该环

境下的 δ１８Ｏ含量越大［１８］，主要是由于蒸发富集作

用而引起的。而韭园沟较多的植被覆盖和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使得流域小环境的空气湿度略大于裴家

峁，所以在同位素关系中表现为裴家峁径流斜率和

韭园各种水体同位素关系的斜率有所不同。

但是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其蒸发量会不断减

少。考虑到本文测定土壤水中氢氧同位素所使用的

方法是低温真空蒸馏分离法，故而不可避免的会把

存储于土壤空隙中的水蒸气计算入土壤水中，从而

抵消一部分蒸发所带来的影响。同时由于深层的土

壤中水分交换缓慢，所以土壤水同位素的分布会随

着深度的增加而趋于稳定；Ａｌｌｉｓｏｎ［１９］通过建立模
型，得出结论：土壤在水同位素的分布在８０ｍｍ以
下便基本不再有蒸发对其造成的影响。所以韭园沟

地下水、土壤水和地表径流中的同位素分布差异并

不十分明显。

从本文同位素分析的结果来看，治理前后流域

的Ｈ、Ｏ同位素虽然有差异，裴家峁的径流中氢氧同
位素分布的斜率略大于韭园沟水体，但是差异并不

十分明显。孙晓旭［２０］等人通过模拟土柱入渗实验

对黄土和砂土进行蒸发入渗实验，认为入渗过程中

氢氧同位素的变化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数量累积才能

有明显的改变；同时土质的不同对其也有一定影响。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治理措施的发展，两个流域

的氢氧同位素关系差异会更加明显。

４．２　土壤水来源分析
以土壤水为目标，韭园沟四种水体为变量，应用

同位素质量平衡原理。使用上述数据处理方法进行

分析，研究土壤水的来源组成和分布规律。

针对３８个土壤水样品（由于实验原因有４个样
品数据舍去）在所有结果中选取模拟误差值最小的

作为最终结果，横向对比坝地、梯田和坡地，各土样

土壤水同位素组分，结果如图４～７。
首先，从图４～７可以看出，在所有的组成部分

中，天然降水所占的比例极低且基本稳定，占土壤水

同位素组成的４％左右。随着深度的变化，土壤水
同位素从浅到深的组成分布特征由“较为平均分

布、以地表径流为主”，逐步变成以“地下水为主、地

表径流为辅”的组成形式。

其次，淤地坝、梯田、坡地的表层土壤水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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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关帝沟３号坝坝前土壤水同位素组分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ｆｒｏｎｔ

ｏｆＮＯ．３ｃｈｅｃｋｄａｍｉｎＧｕａｎｄｉｇｏｕ
　

图５　关帝沟３号坝坝后土壤水同位素组分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ｂａｃｋ

ｏｆＮＯ．３ｃｈｅｃｋｄａｍｉｎＧｕａｎｄｉｇｏｕ
　

图６　典型退耕梯田土壤水同位素组分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ｒａｃｅｆｉｅｌｄｓ
　

地表径流组成，平均占土壤水组成的４０．４％，这是
由于长期使用沟道中常流水进行浇灌而产生的累积

影响。可以看到，退耕之后梯田土壤水中地表径流

的组分虽然依旧是主要成分，但绝对含量已有所下

降；而坡地由于耕种时间不长，表层土壤水中含有地

表径流的组分较少，已经不占据主要部分。

对比退耕地和正在种植的淤地坝表面２ｍ的土
壤含水量可以发现，淤地坝的土壤水组分较为稳定，

图７　典型退耕坡地土壤水同位素组分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ｆｉｅｌｄｓ
　

这主要是受到耕种的影响———稳定的水源补给和特

定的植物吸收蒸腾作用使得土壤水中氢氧同位素分

馏循环发生频繁。而梯田在退耕之后，土壤水组分

已经开始渐渐失去稳定。耕种时间最短的坡地由于

人为活动作用较少，容易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所以显现出最为杂乱的土壤水赋存分布规律。

最后再观察四处样点的变化趋势，在 ２ｍ处
（坝前处资料缺失）地下水出现一个峰值，淤地坝、

梯田、坡地的土壤水组分中，地下水含量分别为

４４．５％、７３％和７９％。说明在２ｍ附近出现了一个
较大的土壤水分界层。其后土壤水组成中地下水含

量缓慢减少，而地表径流组分增加。这一先增加后

减少的过程，恰好反映了淤积坝中淤积层的特点：历

史洪水过程后，淤积于坝体中的径流由于土壤干层

的存在和其他水体进行转化的过程缓慢，所以被

“封存”于淤地坝中，形成土壤水库。

４．３　土壤水分布、来源和含水量关系分析
无论是淤地坝从坝前到坝后，还是坡地和梯田，

在土壤水分布中都有相似的赋存规律。为了继续细

化研究土壤水同位素在纵深方向上的分布规律，选

取采样点较为密集的关帝沟２号坝为例，进行分析。
关帝沟２号坝土壤水同位素分布情况如图８所示。

天然降水在０～４ｍ的土壤深度中的组成依然
不占有主要的组成部分，土壤水同位素中降水平均

所占百分比仅有５％左右。表层０．６ｍ的土样与上
文横向对比中所述分布规律一致：土壤水同位素由

地表径流占主要组成部分，土壤水中约有７１．４％的
成分是地表径流。０．６～１．４ｍ处土壤水同位素分
布较为散乱，但总体组成仍以地下水为主，平均占有

６３．３％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一区间内仍有间杂其他
形式的水分分布形式；１．４～２．４ｍ的地方土壤水同
位素组成全部以径流为主，且地表径流的组分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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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关帝沟２号坝土壤水同位素组分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

ＮＯ．２ｃｈｅｃｋｄａｍｉｎＧｕａｎｄｉｇｏｕ
　

４０％逐渐上升到７９％；２．４～４ｍ的深层土壤水同位
素组分则以地下水为主，平均占有４４．９％的组成，
而相应径流的组分降至２７％。

上述分析是理论上对关帝沟２号坝的土样进行
无外界约束条件的处理分析，考虑到土壤含水量的

变化和淤地坝土壤的分层淤积的特性，依据土壤含

水量随着深度的变化，将土壤进行分层归类分析。

关帝沟２号坝０～４米土壤水的水变化如图９所示。

图９　关帝沟２号坝土壤体积含水量变化曲线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ｓ．ｄｅｐｔｈｏｆ

ｓｏｉｌｉｎＮＯ．２ｃｈｅｃｋｄａｍｉｎＧｕａｎｄｉｇｏｕ
　

从上图可以明显的看出土壤含水量分为几个层

次，表层０．６ｍ含水量随深度不断下降，０．６～１．４ｍ
处有略微变动，总体含水量不大；１．４～２．４ｍ含水
量出现第一个峰值，在２．８ｍ处产生第二个峰值后
缓慢回落趋于稳定。

综合上述淤地坝水分及同位素分布结果可知，

淤地坝土壤含水量在纵深方向上有明显的分层现

象，而同位素溯源结果也发现随着深度的不断增加，

土壤水同位素的组分发生了一定的变异。土壤水同

位素组分发生较大变异的区域也是土壤含水量发生

较大变化的深度；淤地坝淤积过程和历史降雨过程

有明显的关系［２１］，层与层之间干湿变化体现了反复

淤积的过程。例如，在１．４～２．４ｍ这一层中，土壤
水同位素组成中含量已经减少的地表径流又有了回

升的趋势，相应的这一层也是土壤水含水量的第一

个高峰。这说明在这一层中有地表径流在历史洪水

中被淤积到坝地，有力的证明了淤地坝确实对流域

水资源的分布和循环产生了影响，拦蓄相当数量的

地表径流；又如，在图８的２．６ｍ处地表径流含量突
然增加的部分，图９中含水量也从较低值急剧增加，
这种相关的变化过程地表径流来源是由于淤地坝的

层状淤积特征而产生的，验证了同位素来源分析的

准确性。

同时研究发现，土壤水同位素中较多的出现了水

库水的组成，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测量误差引起的：比

如图８的３．４ｍ处土壤水同位素分布，水库水所占比
例高达７４％，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另一方面在深层的
土壤中，由于黄土的性质导致的干层封锁住了土壤

水，使土壤水中转化迁移速度降低，导致在组成中深

层土壤水的各组分所占比例趋同化，使得各部分的组

成较为平均，如３．６～４ｍ处土壤水的组成。

５　结　论

本文通过对韭园沟和裴家峁两个小流域的不同

水体以及土壤水同位素特征进行分析，综合土壤含

水量以及淤地坝淤积特征，得到如下结论：

１）坝地土壤水来源的分布特征为：天然降水含
量始终不大，土壤水从浅到深的组成部分由“较为

平均分布、以地表径流为主”，逐步变成以“地下水

为主、地表径流为辅”的组成形式；

２）经过分析土壤水水同位素的分布组成，发现
同位素的构成有明显的分层现象———在深２ｍ和深
３ｍ处有两个峰值出现，每一个峰值表示一次较大
的淤积过程；

３）通过与土壤含水量随深度变化规律对比，发
现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水同位素之间有着相同的分布

规律：淤地坝中的土壤水同位素、土壤水含量分析结

果在０～２ｍ深度均显示出了先减少再增加的过程。
在２ｍ和３ｍ土壤水含量的极大处，水同位素的组
成和来源均发生了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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