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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脆弱性的概念、评价方法与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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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 由单纯考虑内因到综合考虑内外因,

由分歧到趋同的不断丰富、完善与发展的过程。评价方法则相应的由应用图件定性描述发展到应

用数学模型定量表达。指出了目前地下水脆弱性评价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并指出应用灰色系统理

论, 模糊数学理论 , AHP 方法与 GIS技术进行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将是地下水脆弱性研究的一个

主要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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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 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剧的地下水污染问题愈来愈引起人类社会的重视, 在这种

历史背景下[ 1] , 有关地下水脆弱性的文章开始陆续出现。本文首先回顾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的发展

过程, 然后论述地下水脆弱性的评价方法与现状, 最后指出目前地下水脆弱性评价中存在的若

干问题与研究前景。

1　地下水脆弱性的概念

1968年Margat
[ 1]首次提出 “地下水脆弱性" 这一术语, 但在其后的二十几年间, 有关 “地

下水脆弱性"概念的定义问题基本上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地下水脆

弱性" 以不同的定义。大体说来, “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的发展过程可以 1987年为界分为两个

发展阶段。在 1987年以前, 有关地下水脆弱性的概念多是从水文地质本身的内部要素 (如地下

水位埋深、地下水的平均流速、表层沉积物的渗透性等) 这一角度来定义的。例如: Vrana
[ 1]于

1984年这样定义地下水脆弱性: 地下水脆弱性是影响污染物进入含水层的地表与地下条件的

复杂性。Villumsen
[ 1]
、Olmer 与 Rezac

[ 1]
、Vierhuff

[ 1]
、Goosens与 Van damme

[ 2]
、Klauco

[ 2]
、

Fr iesel
[ 2]
、Johnston

[ 1]
等其他学者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在 1987年的 “土壤与地下水脆弱性国

际会议" 上, “地下水脆弱性”的定义方式有了新的突破, 不少学者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同时, 同

时考虑到了人类活动和污染源等外部因素对地下水脆弱性的影响。例如: Foster[ 2]认为地下水污

染是由含水层本身的脆弱性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负荷造成的。Bachmat 与 Collin
[ 2]
、

Sotonikova与 Vrba
[ 2]、Vrba

[ 1]、Palmquist
[ 1]等其他学者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该发展阶段的一

个重要事件是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 3]于 1993年给予地下水脆弱性如下定义: 地下水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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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污染物到达最上层含水层之上某特定位置的倾向性与可能性。同时, 这个委员会将地下水

脆弱性分为两类: 一类是本质脆弱性, 即不考虑人类活动和污染源而只考虑水文地质内部因素

的脆弱性; 另一类是特殊脆弱性, 即地下水对某一特定污染源或人类活动的脆弱性。

国内关于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开始于 90年代中期, 因而 “地下水脆弱性" 这一术语在国内

出现得较晚。目前, 国内多是研究地下水的本质脆弱性, 至今尚没有明确的 “地下水脆弱性”定

义, 其定义多引用外文资料。在叫法上常以 “地下水的易污染性”、“污染潜力”、“防污性能”等

来代替 “地下水水脆弱性”。

总之, 鉴于目前的研究水平, 国内外都倾向于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关于将地下水脆弱

性分为两类的主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地下水脆弱性的概念将不断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

2　地下水脆弱性评价

2. 1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因素

同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相对应, 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分为本质脆弱性评价与特殊脆弱性评价两

类。地下水脆弱性离不开水文地质内部因素, 因而地下水本质脆弱性评价是地下水脆弱性评价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地下水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 地下水与人类活动等外部因素的关系愈来

愈密切、复杂, 因而地下水特殊脆弱性评价将会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

为简单清晰起见, 本文对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所要考虑的因素采用列表方式表达 (表 1)。

表 1　地下水脆弱性评价考虑因素

Table 1. Factor s consider ed for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参　数

本质脆弱性

主要因素 次要因素

土壤 包气带 含水层 补给量 地形 下伏地层
与地表水,
海水联系

特殊脆弱性

主要参数 成分、结构、
厚度、有机
质含量、粘
土 矿 物 含
量、透水性

厚度、
岩性、
水 运
移 时
间

岩性、有效
孔隙度、导
水系数、流
向、地下水
年龄与驻留
时间

净 补
给量、
年 降
水量

地 面
坡 度
变化

透水性、结
构与构造、
补 给/排 泄
潜力

入/出河流、
岸边补给潜
力、滨海地
区咸淡水界
面

土地使用状态、人口
密度、污染物在包气
带中运移时间、土壤、
包气带稀释与净化能
力

次要参数 阴离子交换
容量、解吸
与 吸 附 能
力、硫酸盐
含量、体积
密度、容水
量、植物根
系持水量

风 化
程度、
透 水
性

容水量、不
透水性

蒸发、
蒸腾、
空 气
湿度

植 物
覆 盖
程度

污染物在含水层中驻
留时间、人工补给量、
灌溉量、排水量、污染
物运移性质

表 1给出了进行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所应该考虑的因素, 但要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因素的模型

来评价地下水脆弱性是相当困难的, 一方面因为这些因素所包含的参数有的很难取得; 另一方

面因为参数过多, 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 并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着错综的协同或颉颃作

用,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脆弱性评价时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尽量找出影响地下水脆弱

性的主要因素 (敏感因子) , 舍去次要因素, 抓住了主要矛盾, 也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2. 2　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的方法

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方法的选取应根据研究区具体的自然地理状况, 有关数据的数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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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研究目的来确定。目前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的主要方法有水文地质背景值法, 参数系统法,

关系分析与数值模型法。

水文地质背景值法是一种通过将研究对象与一个同其条件相类似的且已知脆弱性的地区相

比较, 进而得出研究对象脆弱性的评价方法。这种方法通常需要建立多组地下水脆弱性标准模

式。该方法适用于地质、水文地质条件比较复杂的大区域, 但这种脆弱性评价多为定性或半定

量的。

参数系统法通过选择评价脆弱性的代表性参数来建立一个参数系统, 每个参数均有一个给

定的大致区间, 这个区间又被进一步细分成几个亚区间, 这些参数均被赋以一个相应的权重,

权重反映了参数与地下水脆弱性的关系。这种方法是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常用的一种方法。

相关分析与数值模型法则依赖于数学公式,通过将影响地下水脆弱性的各种要素定量化,并

将它们放在同一个模型里求解, 最终得到一个反映地下水脆弱性的脆弱指数。该方法适用于具

有足够的且可靠的地质数据及长序列污染质运移数据的地区。

应该指出的是, 所有脆弱性评价方法均应基于水文地质评价, 而绝非一般的自动化比例

产物。

2. 3　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现状

目前, 国外的地下水脆弱性评价主要应用上述三种方法,尤以第二种方法为主。例如: Adams

B. and Foster S. S. D于 1992年应用参数系统法研究了地面对地下水的保护作用。参数系统法

的引进与运用, 是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的一个发展与飞跃, 目前国外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多以该种

方法为主。最典型的是美国环境保护署于1987年由Aller 等
[ 4]
提出的评价地下水脆弱性的分级

标准 (DRASTIC) , 该标准主要考虑了以下参数: 地下水面深度、净补给量、含水层介质、地形、

包气带性质、含水层导水系数。该标准主要用于评价地下水的本质脆弱性。后来, 专家们又不

断修正, 丰富了 DRASTIC标准。随着农业的发展, 农业污染日趋严重, 针对这一问题, 又提出

了考虑农业活动的农药DRASTIC标准, 该标准用于地下水的特殊脆弱性评价。目前, 国外的大

部分有关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多以农药DRASTIC标准为基础, 结合地下水流模型、污染质运移

模型、统计模型、随机模型等数学手段来评价地下水对污染尤其是农药污染的脆弱性。随着计

算机技术的发展与评价模型的日趋复杂化, 在农药 DRASTIC标准基础上, Cvita
[ 1]
于1990年提

出了SINTACS 评价模型, 该模型从数据输入到数据输出完全实现计算机化, 是地下水脆弱性评

价的一大进步。近几年来, 随着GIS技术的普及及评价区域的扩大, 国外出现了应用 GIS 技术

结合地下水运移模型来评价地下水的脆弱性[ 5、6]。

国内地下水脆弱性研究起步较晚, 但发展很快。目前国内研究大多局限于研究地下水的本

质脆弱性, 且脆弱性研究主要是针对局部城市或水源地进行的, 区域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研究方

面的例子很少, 比较典型的有: 刘淑芳[ 7]于 1995年研究了河北平原的地下水防污性能, 但就其

研究内容来说仍然是地下水本质脆弱性评价; 郑西来等[ 8]于 1997年在研究西安市潜水的脆弱

性的过程中, 既考虑了包气带, 含水层等水文地质内部特征, 又考虑了污染源特征, 属于地下

水的特殊脆弱性评价, 是国内研究地下水脆弱性比较成功的实例。长春科技大学应用水文地质

研究所于 1996年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境生态脆弱区地下水开发模式及系列编图”,

在研究松嫩盆地地下水脆弱性过程中, 以模糊数学与 GIS技术为手段, 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将国内这方面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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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问题

( 1) 尽管目前国内外都倾向于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关于将地下水脆弱性分为两类的主

张, 但那是由目前的研究水平决定的, 一个能被普遍认可并接受的地下水脆弱性概念尚未形成。

( 2) 目前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单纯的地下水的易污染性评价, 侧重于质的

方面, 而忽略了量的方面。试问, 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所产生的地面沉降、水质恶化、沙漠化等

环境地质问题, 是否属于地下水脆弱性的范畴? 若是, 地下水脆弱性的概念该如何拓广?

( 3) 由地下水脆弱性可知, 补给条件比较差的地区脆弱性较弱, 但这些地区地下水量往往较

贫乏, 因而开采地下水容易造成一系列的环境地质问题。假如 ( 2) 中的问题成立, 则应认为该

地区脆弱性强。这样就造成了对于同一地区由于分析问题角度的不同而得出矛盾结论的情况,

这个矛盾该如何协调?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的不完善。

( 4) 由于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模型牵涉到许多参数, 因而导致评价模型过于复杂繁琐。对于

一个多参数数学模型的解法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与此同时, 在地下水脆弱性评价过程中

存在一种盲目套搬各种数学模型而忽略研究具体水文地质条件的倾向。应该指出的是, 数学模

型应该能够较好地反映研究区具体的水文地质条件, 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评

价结果。

( 5) 目前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多局限于温和气侯地区的地下水脆弱性评价, 但对于面积广大

的干旱潮湿与寒热带地区即极端气侯地区, 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我国有面积浩瀚的沙漠与冻土

地区, 以及南方广大的热带与亚热带多雨地区。另外, 我国还分布有面积广阔的沼泽湿地, 联合

国环境开发署已经发出人类社会要加强保护沼泽湿地的呼吁。国外在 80年代中期开始了这方

面的研究
[ 1]
, 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空白。我国应加快研究步伐, 缩短与发达国家在这

方面研究上的差距。

4　研究前景

4. 1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与水文地质各分支学科之间关系的展望

( 1)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将依赖于并促进包气带水文地质学的发展, 反过来, 包气带水文地

质学的发展又将促进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一方面,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离不开包气带溶质迁移、

渗流理论, 作为溶质迁移的载体, 包气带水渗流的微观机制和宏观规律的研究成为人们关注的

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 包气带水文地质学的发展将促进包气带溶质迁移和渗流理论的改进与完

善, 进而推动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

( 2)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将依赖于并促进水文地球化学的发展, 反过来, 水文地球化学的发

展又将促进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一方面,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需要研究化学成分在地下水中的

迁移规律; 另一方面, 水文地球化学的发展将促进化学成分在地下水中的迁移规律的改进与完

善, 进而推动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

( 3)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将依赖于并促进地下水运动基本理论的发展, 反过来, 地下水运动

基本理论的发展又将促进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一方面,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离不开地下水量的

传递规律和地下水污染的发展规律; 另一方面, 地下水运动基本理论的发展又将加深人们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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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规律的认识, 进而推动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

( 4)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将依赖于并促进粘性土的渗透机制研究, 反过来, 粘性土的渗透机

制研究又将促进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一方面, 某些地下水脆弱性研究离不开地下水在粘性土

中的渗透机制; 另一方面, 粘性土的渗透机制研究又将加深人们对越流、地面沉降等方面规律

的认识, 进而推动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

另外,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与海水入侵、裂隙水与岩溶水供水机制、土壤盐碱化机制等水文

地质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地下水脆弱性的研究几乎牵涉到水文地质学的一切

前沿知识。

4. 2　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方法的展望

( 1)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研究人员在进行地下水脆弱性评价过程中往往得到不完全的

信息, 80年代初期诞生的灰色系统理论,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笔者认为, 对于信息不

完全的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可以采用灰色评估与灰色局势决策的方法, 即采用关联度分析方法,

明确评估对象的有效 (敏感) 因子群, 用灰色聚类, 灰色统计对有效 (敏感) 因子群作多目标评

定与局势分析。

( 2) 地下水体质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 带有明显的随机性与模糊性, 显然对于这样

一个模糊系统采用经典的数学方法进行定量的描述是不合适的。80年代初期兴起的模糊数学方

法经过十几年的运用与总结, 研究人员已对其优越性与局限性了有充分了解。可以预见, 该方法

在地下水脆弱性评价中必定大有作为。

( 3) 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因素中有不少无法定量表示。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是一个典型的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地问题, 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 AHP(层次分析法)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该类问题。

在地下水脆弱性评价中, 应用 AHP 技术将各评因素排序后, 然后可以运用模糊优选识别理论

对地下水脆弱性进行识别。总之, 综合运用 AHP 技术与模糊优选识别理论将是地下水脆弱性

评价的一种重要手段。

( 4)近几年来, 随着GIS 技术的日益普及与完善, 使多变量多数据的复杂系统研究跨上一个

新台阶。虽然 GIS 技术已经在地下水脆弱性评价中得到应用, 但GIS技术与地下水脆弱性评价

的结合程度还不够, 而且它们之间的适应程度也不够, 主要矛盾是目前所获得的信息量满足不

了 GIS 的要求, 尽管目前应用 GIS 评价地下水脆弱性仍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 但从地下水脆弱

性评价的技术措施角度来看, GIS技术与各种数学模型的结合将是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的一个最

主要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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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 he development of gr oundwater vulnerability concept is such a

cont inuously enriched, perfected and developed course which is 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considering inner factors mer ely to considering inner and outer

factors comprehensively, and from divergence to agreement . Correspondingly, the

assessment methods are fr om qualitat ive descript ion by using maps to quantitat ive

express by using mathemat ical model.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groundwater

vulner ability assessment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present situat ion of resear ch is

discussed, and it points out that it is a hopeful research direction to assess the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by using the gray system theory, the fuzzy mathemat ical

theory, the AHP method and the GIS techniques at last .

Key wor ds : gr oundwater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method; future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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