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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 琼北复式含水层系统(面积 4 300 km2)的水循环方式, 以垂向互补互渗为主, 水平径流为辅, 最大限度

截取地下水入海径流量。海水与复式含水层系统发生水量交换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 1) 存在水量交换通道;

( 2) 有势能差(位头、压头和咸淡水密度差别产生的重力势头组成)。由于琼北复式含水层系统地下水资源多年连续

被开采, 承压自流水位在 15~ 20年前就已降低至海平面之下, 但至今尚未发现明显的海水入侵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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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式含水层系统结构特征
[ 1, 2]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东经 109 5 15!~ 110 41 00!, 北纬 19 50 00!~ 20 10 00!, 包括海口市及相邻的琼山市, 东起

东寨港, 南至十字路, 西以临高县皇桐镇为界, 北至琼州海峡; 面积约为 1770 km2。为了满足地下水资源评价对

水文地质单元完整性的要求, 将研究区先扩至东经109 07 00!~ 110 38 36!,北纬19 36 00!~ 20 10 00!, 包括皇桐镇以

东的琼北自流盆地东半部(面积约 2600 km2) ,后扩至琼北自流盆地整体, 其地理坐标为: 面积近 4300 km2。

由于复式含水层系统内部各含水层间存在多种连接关系(火山颈穿层、新构造断层沟通, 不整合面接触及人

工钻孔与开采井连通等) , 致使其地下水赋存与运移有其独特的规律。地下水的循环、转换条件, 地下水与大气

降水、地表水、海水间的联系和转化关系及边界条件决定着复式含水层系统整体的水量分配与环境效应。

琼北复式含水层系统地下水按赋存压力状况可分为潜水、微承压水和承压水三大类, 分别赋存于火山喷发

岩、第四纪松散层(本次研究将其与上下弱透水层合并考虑, 作为孔隙承压水系统的顶板)和第三纪沉积的半固

结- 固结岩层中。琼北自流盆地基底和边缘的白垩纪碎屑岩, 部分寒武纪变质岩和中生代岩浆岩, 赋水透水性

差, 为系统的隔水底板。

新第三纪以来, 盆地仍位于凹陷区, 处于海侵状态, 沉积了一套半固结、固结、松散碎屑岩及粘土, 构成

一套多层组而各层组间有弱透水层存在, 且有一定水力联系的孔隙承压含水系统。盆地 700 m深度内, 钻孔揭

露有 7个承压含水层组, 自上而下称为第1、2、3、4、5、6、7承压含水层组; 其中第 3、4承压含水层间隔水

层薄而不稳定, 本次研究将两者合并为第 3承压含水层。对第 3承压含水层以下的各含水层组因埋深大、水质

差, 不参加水资源评价计算。故琼北自流盆地复式含水层系统组成为: 火山岩潜水含水层, 第 1、2、3孔隙承

压含水层。现对系统内各含水层结构及分布特征概述如下:

1 1 火山岩潜水含水层( Q4、Q3、 N2 h
2
, 厚 1~ 14m) 结构特征

火山岩潜水含水层为多期次火山喷发岩的复合体。含水介质组构多重复杂, 具良好的储导水空间。含水介

质类型有裂隙、孔洞、熔岩隧道、气管、气泡洞等。从整体上讲, 火山岩含水介质空隙空间变化大, 且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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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琼北自流盆地自新生代以来, 火山活动频繁而强烈, 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为鼎盛期; 到全新世早期, 火山活

动进入尾声。火山岩分布广, 出露面积达 3928 km2。

1 2 N2 孔隙承压含水层结构分析

N2孔隙承压含水层介质空隙空间的展布为: 含水介质类型以孔隙为主, 含水层厚度分布不均匀。各含水

层(第 1、2、3)间的隔水层分布不连续, 加之断裂切割, 火山岩穿插, 人工钻孔沟通, 致使其结构更趋复杂。

( 1) 第 1承压含水层( N2 h
4
, 厚 2~ 43m) 位于上新统海口组第 4段, 岩性为松散至半固结的灰白、黄褐

色贝壳碎屑岩。含水介质类型由孔隙、贝壳孔洞构成, 空隙空间连通性好。在石山、永兴、美万铺地区, 该含

水层发生相变, 含粘土量增多, 岩性结构致密坚硬, 介质空隙空间连通程度减弱。

( 2) 第 2承压含水层( N2 h
2
, 厚 16~ 90 m) 位于上新统海口组第 2段, 岩性主要为褐黄、肉红色贝壳碎屑

岩, 固结状; 在马村沿海一带相变为松散状含贝壳碎屑砂, 夹薄层半固结贝壳砂砾岩。介质类型由孔隙和贝壳

孔洞构成, 常见贝壳孔洞直径为 1~ 2 cm, 空隙空间连通性好。

( 3) 第 3承压含水层( N2 C
2
, 厚20~ 100 m) 位于上新统长流组上段, 由 2~ 5层绿色、灰白色中粗砂、砂

砾石与粘土、亚粘土层组成, 结构松散; 含水介质类型以孔隙为主, 空隙空间发育, 储水性能好。除云龙地区

缺失外, 该含水层分布全区。

1 3 弱透水层(相对隔水层)结构分析

琼北自流盆地内复式含水层系统中各承压含水层间均存有弱透水层, 岩性以亚砂土、亚粘土、页状粘土为主。

局部地段因相变成构造隆起受到剥蚀,形成地下水交换∀天窗∀。如第 1承压含水层,在灵山、龙塘、龙桥、白莲等

地,其上弱透水层大面积缺失,含水层出露地表或河床,直接与下更新统秀英组微承压含水层接触。此外,系统内

有多期火山喷发,火山岩穿越各含水层及弱透水层;火山颈、火山喷发裂隙通道及断裂等,均为沟通上下含水层水

力联系的良好通道, 致使系统内弱透水层组在结构上呈破碎状, 在隔水功能上效能低下。

2 复式含水层系统水循环现状与流场效应分析
[ 3]

复式含水层系统水循环与流场效应受控于系统结构。复式含水层系统含水介质组构多重复杂,地下水赋存、

运移特征及边界条件独特,致使系统水循环与流场效应具多样性。

2 1 复式含水层系统水循环现状

整个复式含水层系统,除第1承压含水层部分、第 2承压含水层局部和第 3承压含水层南部边缘直接接受大

气降水和地表水体的补给外, 其主要补给方式是自上而下, 由火山岩盖层(潜水含水层)接受大气降水, 然后以越

流(点状、线状和面状)的形式,向下逐层补给。系统的水循环有分有合, 有水平径流, 也有垂直交换, 使系统水

量分配与储存的局部行为与整体效应紧密相接。

( 1) 火山岩潜水含水层的补给主要靠大气降水入渗, 其次为山塘水库的渠道渗漏。石山、龙桥等地火山岩

裸露区, 含水介质多为孔洞、裂隙、熔岩隧道和洞穴, 降水就地渗入, 存在多种补给方式, 地表径流很少。

由于火山岩含水介质的多重性, 使得其内的水流运移的速度存在快慢之分; 在流态上存在层紊流之别, 因

含水介质空隙空间的复杂多变性, 使地下水量在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上分配不均, 严格受控于介质的组构。

火山岩潜水的径流与排泄, 严格受控于复式含水层系统结构与边界条件, 大体上可分为垂直与水平两种形

式。垂直方向上, 因火山岩潜水含水层与下伏各承压含水层存在水位差与连通通道, 使潜水通过点、线、面等

多种方式越流进入下伏各承压含水层。水平方向上, 火山岩潜水含水层周边边界近于开放状态, 地下水以火山

锥(堆)群为中心, 呈放射状向四周径流, 流程短;在台地边缘以泉流或潜流的方式进行排泄。

( 2) N2孔隙承压含水层含水介质类型多为孔隙, 其空隙间分布不均匀; 含水层厚度展布多变。各含水层

间的隔水层分布不连续, 加之钻孔开采地下水的影响, 使各承压含水层间的水力联系明显, 水量交换频繁。

N2孔隙承压含水层组, 除部分或局部地段直接接受大气降水与南渡江补给外, 主要以同源垂向补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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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复式含水层系统水循环模式

Fig 1 Water circulatory pattern of compound aquifer system

依次接受来自火山岩潜水含水层的多种越流方式的补给与其内

各含水层因水位差而产生的多种越流方式的水量交换, 及接受

一定量的侧向补给。N2 孔隙承压含水层地下水运动受垂向补给

源控制, 流场与火山岩潜水含水层相似, 水位以火山锥(堆)和

火山口群分布区为最高,呈放射状向四周径流。东部的东寨港,

南渡江铁桥以上河段、琼州海峡、白莲西部信宜村、美素河等

为N2 孔隙承压含水层的天然越流排泄区。海口市地下水集中开

采区为目前最大的地下水人工排泄区。

复式含水层系统水循环有其特殊性, 各含水层间水量交换

与补、径、蓄、排都具特色, 以图 1来概括。

2 2 复式含水层系统流场效应分析

流场形态也受控于系统结构。流场效应反映了系统内质能

交换的方式与场位。

( 1) 流场分布控制系统内水量交换方式的选择 复式含水

层系统为一开放的 #复杂巨系统∀, #开放∀ 指系统自身与周围

环境密切相关; #复杂∀ 指其内结构、含水介质组构类型复而

杂; #巨∀ 指其内部可划分成多个子系统。系统流场高水位区

受控于火山岩潜水含水层的特殊结构, 即受控于地形地貌的影响; 火山锥(堆)和火山口群分布处往往是高水位

区所在位置; 同时, 由于火山颈等天窗的存在, 系统内各含水层水位(压)差较大(最大可达 80 m) , 造成系统垂

向水流运动强度大。

因系统内自上而下有很高的水位差, 产生很高的势能。当上下含水层发生水力联系时, 使水流快速向下流

动, 受系统结构控制, 使系统流场空间分布形态呈正反锥体相间型。

( 2) 流场形态受人工开采的影响 复式含水层系统内的任一要素发生变化, 都会引起其它要素变化, 甚至

导致系统结构变化及与环境间的平衡失调。因海口市区地下水大量集中开采, 造成系统内各含水层均已形成开

采漏斗区。系统中各含水层间水流运动方向、水流交换量等均已发生质变。

火山岩潜水含水层因地下水开采量不大, 人工开采扰动状态下的流场形态仍与天然流场形态相似, 以火山

口为中心呈放射状; 不过水位有所降低, 泉排泄量、台地边缘排泄量略有减小。

N2孔隙承压含水层人工流场与天然流场相比变化较大。第 1、2、3承压含水层均以海口为中心形成开采

降落漏斗区; 流场西部为正锥体, 东北部为反锥体。在补给区, 各承压含水层同时接受火山岩潜水含水层的垂

向补给; 在开采漏斗区, 第 1、2承压含水层, 接受垂向补给, 第 3承压含水层顶托补给第 2承压含水层。

因人工开采场的形成, 造成复式含水层系统整个流场畸变, 使系统量与质(水的量与质)的交换发生变异。

在补给区, 水的量与质的交换方式:

火山岩潜水含水层∃

第 1承压含水层∃
第 2承压含水层

第 3承压含水层

第 2承压含水层∃第3承压含水层

第 3承压含水层
在人工开采区, 水的量与质的交换方式:

火山岩潜水含水层∃

第 1承压含水层∃第2承压含水层

第 2承压含水层

第 3承压含水层∃第2承压含水层
在径流排泄区, 水的量与质的交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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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潜水含水层(可缺失) ∃

第 1承压含水层

第 2承压含水层 ∃第 1承压含水层

第 3承压含水层 ∃第 2承压含水层

3 复式含水层系统的海水入侵问题
[ 3]

海水入侵复式含水层系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1) 海水入侵的通道; ( 2) 海水入侵的势能差。针对复式含

水层系统的复杂边界条件与海水的关系等方面判定存在困难, 在分析研究水文地质条件与现有资料信息的基础

上, 重点研究系统与海水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方式与系统的海水入侵问题。

3 1 复式含水层系统与海水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方式

据复式含水层系统结构分析, 在局部地区存在防海水入侵的缺陷。

( 1) 天然状态与海水可能存在的联系方式(图 2和图3) : % 断裂构造, 火山颈沟通; & 越流(相互间或局

部通道) ; ∋ 南渡江河口压力传导(浪涌方式或海潮影响)。

( 2) 人工扰动状态下与海水可能存在的联系方式(图 4) % 沿天然状态的联系通道, 产生逆向联系, 加大

降深后, 联系强度与方式的转变; & 系统结构局部异变或破坏所产生的通道。

1 天然状态承压水位; 2 天然状态

地下水排泄方向; 3 开采状态承压水

位; 4 开采状态海水入侵方向

图 4 东寨港地段主采承压含水

层与海水关系示意图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exploration confined aquifer

and seawater in Dongzhaigang

1 天然排泄通道; 2 天然反补给通道

图3 南渡江出口地段断裂构造地带

导水通道模式

Fig 3 Water conducting passage pat

tern of faulted structural belt in

Landujiang outlet

1 海底淤泥; 2 火山岩颈;

3 天然反补给的通道; 4 人工通道

图 2 海口市区滨海地段第四系

潜水、火山岩颈及人工通

道海水入侵模式

Fig 2 Quaternary system underground

water, volcanic rock neck and

artificial passage invading pat

tem in the littoral zone Haikou

city

3 2 复式含水层系统的海水入侵问题

复式含水层系统水循环机理、资源产生与环境效应有其特殊意义。在新生代构造运动和火山活动的双重作

用下, 系统结构具剖面上多层、平面上多块的特点。因构造运动和火山活动的后期改造, 并通过火山颈、岩

墙、岩脉、断裂等连接通道, 相互沟通, 使系统内各含水层之间具统一水力联系, 并通过水的质能交换相互结

合, 使系统的结构统一, 功能完备。系统经三十多年开采, 地下水位区域下降漏斗中心已低于海平面 36 48m,

并已向海区逐步扩展, 但至今尚未发现明显的海水入侵现象。随系统地下水资源开采强度加大, 在开采状态下

系统与海水的关系如何? 因系统北部邻海并位于海水之下, 海水有无入侵的可能性? 要准确回答上述问题, 必

须搞清系统所具的防海水入侵功能。

( 1) 因系统结构独特, 内部各含水层水力联系好, 水循环速度快, 水量交换频繁; 补给淡水源多, 量大,

域广; 淡水势能高, 动能大, 具较大的驱咸能力, 致使系统具有高效防海水入侵功能。

( 2) 因系统内部各含水层对目前海口市区地下水开采场的响应程度有异, 各含水层自身能量变化有别;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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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岩潜水含水层能量变化最小, 第 3、1、2承压含水层能量变化增大, 但系统所具的总能量仍可抵消人工开采

场产生的能量损失和淡水体缺失(包括水压负差和水量负值)的影响,使系统防海水入侵能力未遭破坏。

( 3) 淡水和海水是可混溶液体, 在系统北部存有较宽广的过渡带(区)。在大流量水井集中开采地未见咸淡

水界面存在或形成, 系统的地质条件对海水入侵方式、途径起了控制作用, 并有一定数量淡水向海区排泄。

4 结 语

通过对复式含水层系统水循环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论述, 得出对滨海地区地下含水层系统, 有关能量和物质

(水及溶质)的流动和转换方式, 应注重其水头函数的组成(除位头、压头, 还有因海水密度差别产生的重力势

头) ; 提出滨海地下水位即使与海平面持平, 也要接受海水在浓度和密度差双重优势的驱动下入侵。当承压水盆

地地下水开采形成的降落漏斗低于海平面时, 必须有浅部高水位(高于海平面)的保护盖层的淡水驱咸, 否则海

水迟早都要入侵。海南琼北复式含水层系统结构独特, 概括为: 层块、穿插、复合。火山岩对系统结构的贡献

巨大。因系统以火山岩为盖层, 受浅部高水位淡水体驱咸保护(火山岩潜水含水层) , 使系统内部存在有多个高

势能、大淡水体的#水塔∀(火山锥或火山口群高水位区) , 系统内#水塔∀效应的存在是为什么海口地区承压自流
水位在15~ 20年前就降低于海平面以下, 而至今仍未见海水入侵或刚见有入侵兆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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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circulation compound aquifer system in Qiongbei of Hainan province

GUO Chun qing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Gui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ain circulatory pattern of Qiongbei compound aquifer system of Hainan ( area of 4300km2) is in

ter supplying and inter permeating in vertical The subsidiary circulatory pattern is runoff in horizontal, and the system inter

cepts the groundwater runoff to the sea with maximum limitation Two condit ions are demanded for the sea and the compound

aquifer system to exchange water : ( 1) existing passage for water to be exchanged, and ( 2) existing potential difference ( the

difference of location head and pressure head and the gravity potent ial head produced by the different density of salt and fresh

water) Since groundwater resources of Qiongbei compound aquifer system has been continually exploited for many years, the

level of the hydraulic has already been reduced under the sea level for fifteen to twenty years ago. Up to now no obvious sign

of the sea invading has been found

Key words: compound aquifer system; water circulation; recent status; prospect ; Hai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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