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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地下水形成与区域

水文循环演化的关系
Ξ

张光辉1, 陈宗宇2, 费宇红2

(11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及环境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21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河北 正定 050803)

摘要: 晚更新世以来华北平原地下水形成、演变与区域水文循环演化的周期性密切相关, 区域地

下水资源的形成能力取决于区域水文循环演化的进程。在多雨期, 地下水可获取充足的补给; 在

少雨期, 地下水补给较少。区域地下水资源利用潜力与水文循环陆地过程相关。人类通过调控水

文循环陆地过程, 可增大其利用潜力。

关　键　词: 地下水形成; 水文循环演化; 形成能力; 潜力可变性

中图分类号: P 641111　　　文献标识码: A

11 地下水年龄 (ka) 　21 平均 ∆180 值　31 地下水流向　41 咸淡水界面

图 1　华北平原地下水年龄分布剖面①

F ig111 D istribu tion section of groundw ater age in N o rth Ch ina p lain.

实测资料 (图 1) 表明, 华北

平原浅层地下水年龄大部分在

千年以上, 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

区域水文循环演化过程。在这期

间, 万年、千年、百年尺度的多

雨期与少雨期, 或高温期与低温

期, 交替出现或叠加共现, 致使

地下水位不断变化。这如同现今

的四季变化, 夏季多降水, 秋冬

少降水。上述不同时间尺度的水

文周期演变, 在华北平原地下水

形成演化过程中彼此耦合或嵌套, 致使水文循环水分通量的改变和地下水补给量距平不同, 但

其固有的丰枯变化规律周而复始。

地下水的形成取决于降水量的大小, 降水量愈大, 地下水获取的补给愈多。由此, 在漫长

的区域水文循环演化过程中, 地下水主要补给期与多雨期相对应, 而在少雨期地下水获得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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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少, 甚至年净补给量为负值。

1　地下水形成与区域水文循环概念模型

地下水形成是由大气降水或冰雪融水或地表水入渗地下, 使地下水储量增加的过程。

区域水文循环是指一个流域或区域水文单元的大气水、地表水、包气带水和地下水系统之

间水分转移与能量交换的水动力学意义上的往复过程。本文重点考虑陆地水文循环过程中的水

分通量变化。

从地下水渗流学角度出发, 自然条件下地下水形成与区域水文循环之间的关系, 如图 2 所

示。对于区域地下水系统中某一单元体来说, 其补给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来自上游补给区的

侧向补给。自补给区至排泄区, 地下水年龄随着远离补给区而愈老, 上游区地下水年龄相对较

新 (图 1) , 地下水的概化平均水质点轨迹一般为凹型抛物线。在中下游溢出带先排出的地下水

年龄较老, 其后排出的地下水年龄相对较新。另一种补给途径是当地水源垂向入渗或越流补给。

大量氚同位素取样测试表明, 这种补给是以补给点或区为中心, 向下 (越流有向上的情况) 和

周围扩散, 远离补给点, 地下水年龄逐渐为老, 补给点附近地下水年龄较新。例如在黄土地区

降水入渗水质点迁移速率为 20～ 25 cm öa, 包气带水年龄是上新下老。氚示踪测试也表明, 上述

两种途径形成的地下水在地下混合后, 地下水年龄分布方式主要有: ①背斜地层年龄模式, 以

混合轴线为界限, 向两侧延续的地下水年龄愈新; 先混合形成的地下水年龄较其后形成的地下

水年龄老。这种模式多发生在下部含水系统越流补给上层含水系统。如图 1 所示实测结果是埋

藏较浅的地下水年龄较新, 而埋藏较深地下水年龄较老。所以, 当较老的下层地下水向上越流

必然形成中心老周围新的现象。②新老2新老序列模式, 是最常见的一种模式, 以混合轴线为

图 2　地下水形成与区域水文循环之间关系示意图

F ig121 R elationsh ip betw een the fo rm ation of groundw ater and regional hydro logic cycle

界线, 地下水年龄重复由新到老的次序排列。这种模式多发生在上层地下水系统补给下层地下

水系统, 下层地下水径流较快。例如包气带水补给潜水协同运动就是如此。③新老2更老模式, 地

下水年龄由新到老, 经过混合轴线后, 地下水年龄出现间断, 然后, 年龄更老的次序排列。这

种模式多发生在上层地下水系统补给下层地下水系统, 下层地下水径流较为缓慢。例如砾石含

水系统越流补给下伏粉细砂含水系统。

实际情况比概念模型所述复杂得多, 地下含水介质水理性质的千差万别而导致地下水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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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一性, 使得不同时期入渗到地下的水分在向排泄区径流过程中发生混合作用。往往渗透性

较强的层位, 其地下水年龄较新, 并与周围年龄较老的地下水在局部地段发生混合作用。

2　地下水形成的地质历史过程

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可划分为潜水和承压水。前人研究[1, 2 ]表明, 上部潜水的H、O 同位素

值较高, 且差别较大, 而下部承压水的H、O 同位素多落在大气降水线附近; 山前冲积扇顶部

区 (补给区) 的 ∆D 值高于东部平原, ∆D 变化由山前至滨海呈高—低—高的变化, 中部平原区

为 ∆D 低值区。从图 1 可见, 由山前至滨海, 地下水的碳214 校正年龄为较新—较老—较新变化,

中部平原区地下水年龄较老; 垂向上, 碳214 校正年龄则随深度增加而愈老, 这与包气带水年龄

序列一致, 上新下老。

图 3　华北平原地下水同位素组成特征 (引自文献 [1 ])

F ig131 T he iso top ic data of ground w ater in N o rth Ch ina p lain

从图 3 可看出, 35 kaB. P. 以来华北平原地下水的 ∆18O 值可分为两个阶段, 以平均值- 9‰

为界限。10 kaB. P 前形成的地下水 ∆18O 值低于平均值, 而 10 kaB. P. 以来形成的地下水∆18O

值高于平均值。通过与表 1 对比证明全新世以来的气温和降水量都高于晚更新世末期相应量。从

33～ 25 kaB. P. , 华北平原地下水的 ∆18O 趋于减小, 气候趋冷, 降水减少, 地下水补给相对较

少, 在 25 kaB. P. 达到最低点。25～ 15 kaB. P. 期间, 地下水的 ∆18O 值总体均较低, 气候寒

冷, 蒸发与降水循环过程减缓。在 18 kaB. P. 前后, 华北平原大气水、地表水、地下水系统之

间能量交换与水分转移通量达到千年时间尺度的极小值。

　　表 1 和图 3 表明, 10 kaB. P. 以来气候明显变暖, 降水量增加, 大气水、地表水、地下水

系统之间能量交换与水分转移明显增强。在 8～ 5 kaB. P. 期间, 华北平原季风盛行, 蒸发与降

水过程达到鼎盛期, 类似于现今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层中已发现这一时期分

布有亚热带安阳动物群和北京动物群化石, 滨海平原为海相软体动物、介形虫和喜暖卷轮虫, 河

湖里有潜鸭等喜水动物和介形虫。当时年降水量较现今高 40% 左右[5 ] , 在 800 mm 以上。白洋

淀极度扩张, 其面积数十倍于现代[5 ]。在许多地方, 地下水面出露地表蓄满产流, 形成湿地、湖

泊和沼泽, 海平面上升最高达现今海拔 3～ 5 m。5 kaB. P. 之后, 季风开始减弱, 降水量减少。

在 2～ 1 kaB. P. 期间, 华北平原存在一个较短的百年时间尺度多雨期。1 kaB. P. 以来,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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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下水中的古气候记录与其它地质信息对比

Table 11 The compar ison of pa lecocl imate records deduced from ground water and other geolog ica l records

地下水 孢粉 (北京) [3 ] 沉积旋回[3 ] 地貌2水文[4 ] 古动物[4 ] 古海面[4 ]

33～ 25 kaB. P, ∆180
值趋于减小, 25 kaB.

P. ∆180 达到低值, 间
冰期结束。
25～ 15 kaB. P. ∆180
值较低, 18 kaB. P. 左
右最低, 对应盛冰期,
平均温度为 515 ℃。
15～ 10 kaB. P. ∆18O
值升高, 13 kaB. P. 气
候趋于缓和, 12 kaB.

P. ∆18O 值又降低, 气
候变冷, 随后 ∆18O 值
快速上升, 在 1016

kaB. P. ∆18O 值倒转
下降, 对应新仙女木
事件, 而后 ∆18O 值上
升, 向全新世转变。
10～ 8 kaB. P. ∆18O 值
趋于减小, 夏季风兴
起, 降雨量不大。
8～ 5 kaB. P. ∆18O 值
为全新世最低值, 夏
季风盛行, 气温增加,
降水量增大; 湿度增
大, 在 515 kaB. P. 左
右 ∆18O 值稍有升高,
季风稍弱, 气温下降,
降水减少。5- 2 kaB.

P. ∆180 值从 5 kaB. P.
左右升高, 315 kaB.

P. 左右达高值, 夏季
风退缩, 气候偏干。
2 kaB. P. 至今, ∆18O
值降低, 2～ 1 kaB. P.
左右达到低值, 夏季
风有所恢复, 降水增
加, 气温升高, 随后
∆18O 值升高, 夏季风
减弱, 气候偏干。

29～ 22 kaB. P. 蒿、藜
等草木植物为主的森
林—草原环境, 气温
下 降, 降 雨 减 少。
22 kaB. P. 以后, 蒿、
藜和禾本科为主的草
原环境。
18～ 15 kaB. P. 冰盛
期寒冷干燥, 属草原
植被, 降水不足 250

mm。
1415 kaB. P. 始, 气
温回升, 13～ 12 kaB.

P. 云杉、冷杉增加, 气
候 冷 湿, 11～ 1013

kaB. P. 出现短时干冷
气候, 约 10125 kaB.

P. 森林扩展, 草原退
缩。
10～ 8 kaB. P. 以蒿、
菊科为主, 伴有云杉
和冷杉, 气温有所下
降, 森林缩小, 草原扩
展。
8～ 5 kaB. P. 以松、
栎、等阔叶为主, 水生
植物增加, 气候暖湿。
6- 5 kaB. P. , 云杉花
粉增加, 气候暂短变
冷。
5～ 2 kaB. P. , 以榆、
栎、桦为主, 后期花粉
含量增加, 气候温暖,
但降水量小。
2 kaB. P. 至今, 松属
花粉减少, 草本增加,
森林缩小, 草原扩大,
气候变凉干。

40 ～ 25

kaB. P. 湖泊
相粘质土夹
河流相的砂
质土。滨海
区是浅海或
海陆过渡相
含淤泥质粘
土、亚粘土。
25 ～ 11

kaB. P. 主要
是河流相砾
石、粗中砂。
11 ～ 715

kaB. P. , 主
要为河流相
中细砂。
715 ～ 3

kaB. P. 冲沟
和河槽里为
河流相细粉
砂, 其余为
湖沼相粘质
土和淤泥质
及有机质堆
积。
3 kaB. P. 至
今, 冲积扇
为河流相中
细 砂 和 细
砂; 河道带
为细粉砂;
三角洲为粉
砂; 扇间、扇
缘和泻湖洼
地及少量河
间、河槽洼
地为湖沼相
粘土、亚粘
土; 泛滥平
原为粘壤质
亚砂、亚粘
土。

40～ 25 kaB. P. 大
湖泊洼地和以悬
移及输沙为主顺
直—弯曲状河型
河流。
25～ 11 kaB. P. 初
期河流侵蚀形成
第四侵蚀面, 随后
快速堆积了洪积
扇和古河道高地。
河流为辫状 - 顺
直状河型, 后期风
积为主, 沉积了黄
土状物质。
11～ 715 kaB. P.
河流侵蚀形成第
三侵蚀面, 后期堆
积成冲积扇和古
河道带。山前为辫
状河流, 平原为顺
直状, 流量稳定。
715～ 3 kaB. P. 河
流以悬移质输沙
为主的弯曲或微
弯曲河型, 中期形
成第二侵蚀面, 接
着堆积细砂夹草
炭质古河道。
3 kaB. P. 至今, 河
流初期以侵蚀为
主, 在切割谷形成
É 级阶地, 平原形
成第一侵蚀面。河
型由弯曲向顺直
型或辫状—顺直
型转化。输砂量增
大, 改道频繁。形
成扇间洼地群、河
间洼和泻湖洼地
群。

40～ 25 kaB. P. 喜
暖的山顶洞动物
群, 滨海区以假轮
虫为代表的喜暖
海相微体生物。河
湖里为淡水软体
动物和陆相介形
虫。
25～ 11 kaB. P. 披
毛犀等耐寒哺乳
动物群。河流里大
量丽蚌、淡水介形
虫等。
11～ 7 kaB. P. 大
型耐寒动物消失,
少量以食草为主
的啮动物, 河湖里
仍有大量的丽蚌
等软体动物和介
形虫。
715～ 3 kaB. P. ,
为亚热带安阳动
物群和北京动物
群, 滨海平原为海
相软体动物, 介形
虫和喜暖轮虫, 河
湖里有潜鸭等喜
水动物和介形虫。
3 kaB. P. 至今, 喜
暖湿动物减少或
消失, 而变为现在
耐旱的草原型动
物。

40～ 25 kaB. P.
海岸线上升, 到
25 kaB. P. 最
高, 大致位于现
海平面以上 5

m 左右, 即假轮
虫海侵。
25～ 8 kaB. P.
海岸线在现今
海岸线以下。8

kaB. P. 海岸线
最低大致于现
海平面下- 145
- 155 m。
8～ 5 kaB. P. 海
岸线在今海岸
线以上, 最高海
岸线 6～ 5 kaB.

P. 在海拔 3- 5

m , 即卷轮虫海
锓。
5 kaB. P. 后, 海
岸线逐渐下降,
并留下 4 道贝
壳提, 至唐宋时
代下降到现海
岸处。

北平原全面进入水文循环较弱期, 降水量大幅度减少, 年降水量平均降低 150～ 300 mm , 气候

偏干, 潜在蒸发能力较大, 地下水补给明显减少, 东部海平面出现了显著下降情况, 累计下降

大约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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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文循环演化对区域地下水补给的影响

自晚更新世末期以来, 随着气候干湿交替变化, 华北平原地下水补给也具有相应的周期性

变化, 每一主要补给期与多雨期所持续的时间基本对应, 约为 1～ 2 千年。在冰盛期, 由于降水

量的大幅度地减少, 地下水补给明显偏少 (图 4)。以地下水年龄统计频数分布 (图 4) 中②) 及

其相关古水文信息 (图 4 中④- ⑨) 对比分析, 不难看出与多雨期相对应的地下水主要补给期

(图 4 中①) 为 15～ 13 kaB. P. , 1215～ 1115 kaB. P. , 11～ 9 kaB. P. , 815～ 715 kaB. P. ,

7～ 515 kaB. P. , 415～ 315 kaB. P. , 215～ 115 kaB. P. 和 1 kaB. P. 以来, 其它时段因气

候干旱而地下水补给较少。地下水补给偏少的典型时段为 312 kaB. P. 前后, 华北地区发生了

百年尺度特大干旱 (图 4 中⑤⑥)。据史料记载, 这一时期 (商朝末至周朝初期) , 干旱频发少

图 4　华北平原地下水主要补给期与相关信息对比

F ig141 Comparison of the ground w ater and the geo logical reco rds

　　①华北平原地下水主要补给期与非主要补给期　②华北平原地下水14 C 校正年龄频数分布

　　③黄河中上游地区多雨期与少雨期　④华北平原古洪水期　⑤全新世鄂尔多斯高原降雨量　⑥岱海水位

　　⑦华北和西北地区湖面历时百分数　⑧黄河源区全新世湿度半定量曲线　⑨祁连山敦德冰芯氧同位素曲线

雨, 有数百次求雨卜辞的记载[6 ]。另外, 从鲁北平原土壤水的氯浓度变化剖面也证明 312 kaB.

P. 前后发生了较严重的干旱, 其氯浓度丰值均出现于 3 kaB. P. 左右的对应深度上[1 ] , 它与华

北平原浅部地下咸水的形成时间基本吻合[2 ]。

4　结　　论

(1) 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资源主要源于 810～ 315 kaB. P. 期间的降水补给。1 kaB. P. 以

来, 华北平原处于降水相对较少时期, 目前仍然处于偏于干旱的水文循环演化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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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地下水的形成, 受控于区域水文循环演化进程。在多雨期, 地下水可获得较充分

补给; 在少雨期, 地下水获取的补给较少, 甚至年净补给量为负值。

(3) 区域地下水资源的形成能力取决于“天”, 是不断变化的, 具有周期性, 因而区域地下

水资源潜力具有可变性, 是人类无法改变的。

人类可以通过调控水文循环陆地过程, 促进地下水参与水文循环, 吸夺地表水, 增加有效

净补给, 减少地表水资源无效蒸发消耗, 相对提高水资源总量, 增大利用潜力。这是干旱、半

干旱地区提高总水资源利用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4) 一个地区要实现合理开发利用区域水资源, 特别是地下水资源, 前提条件是了解该地

区区域水文循环演化规律及其与区域地下水之间的关系, 否则, 势必引起水资源或环境方面的

中长期灾害。

参考文献:

[ 1 ] 陈宗宇, 张光辉, 等. 华北地下水古环境意义及古气候变化对地下水形成的影响[ J ]. 地球学报, 1998, 4:

338—345.

[ 2 ] L iu Cunfu, W ang Peiyi. T he environm ent sign ificance of iso tope compo sit ion in groundw ater of H ebei P lain

[A ]. T he p roceedings of in ternational w o rk shop on groundw ater and environm ent [C ]. Beijing, 1992: 382

- 386.

[3 ] 孔昭宸, 等. 北京地区距今 30 000210 000 年的植物群发展和气候变迁[J ]. 植物学报, 1990, 20: 330- 338.

[4 ] 吴　忱主编. 华北平原四万年来自然环境演变[M ].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5 ] 施雅风, 等. 气候变化对西北华北水资源的影响[M ]. 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328- 329.

[6 ] 李克让, 等. 华北平原旱涝气候[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80- 84.

Rela tion sh ip between the Forma tion of Groundwa ter and the Evolution

of Reg iona l Hydrolog ic Cycle in North Ch ina Pl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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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fo rm at ion of groundw ater is clo sely rela ted w ith the evo lu t ion of reg ional

hydro logic cycle in periodicity in N o rth Ch ina P la in since the last phase of the P leistocene. T he

revival capacity of reg ional groundw ater depends fundam en ta lly on the evo lu t ional cou rse of the

regional hydro logic cycle. T he recharge of groundw ater is suff icien t in ra iny period and is less

so that the groundw ater level and the sea su rface decline in ra in less period of the regional

hydro logic cycle cou rse. T he la ten t capacity of u t ilizing groundw ater is variab le, w h ich

depends on the land p rocesses of the regional hydro logic cycle. T he land p rocesses are adju sted

to rise the u t iliza t ion ra t io.

Key words: fo rm at ion of groundw ater; evo lu t ion of hydro logic cycle; revival capacity;

variab ility of la ten t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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