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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象要素与蒸发密切相关, 通过室内外不同气象条件下的器皿水蒸发实验, 获得了水面蒸发氢氧稳定同位素

分馏因子与气象要素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 随着蒸发的进行, 剩余水体中逐渐富集重同位素; 自由水体蒸发同位

素分馏在垂线上有分层现象, 表层水体同位素值比垂线平均的同位素值略富集; 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室内蒸发实验

中, 温度越高, 液 气间分馏系数越小, 相应于同一剩余水体体积比, 剩余水体稳定同位素值则越低。室外器皿水

自由蒸发实验中得出的蒸发线方程斜率较大地偏离了当地降水线, 表明实验期间水体蒸发分馏作用较明显。该研

究为进一步揭示水体蒸发分馏规律提供了可靠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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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子的某些热力学性质与组成它的氢、氧原子质量有关, 在水分循环中会产生同位素分馏, 不同的水体

有不同的氢氧同位素组成, 氢氧同位素敏感地响应环境的变化, 在水文循环研究中应用非常广泛
[ 1~ 9]
。比较典

型的同位素分馏发生在稳定同位素从自由水体向大气的输送, 即蒸发。蒸发是自然界引起水中氢氧同位素分馏

的一种主要方式, 也是造成地球表面的各种水体同位素组成差别且有一定规律分布的重要原因。

水在蒸发时, 组成水分子的氢和氧同位素含量将产生微小的变化。自然界中稳定同位素组成的变化很微

小, 国际上一般用 值表示元素的同位素含量。 值指样品中某元素的同位素比值( R )相对于标准水样同位素

比值( RVSMOW)的千分偏差, 即

=
R

RVSMOW
- 1 ! 1000∀ (1)

式中 R 为同位素比值, 是指稀有同位素与常见同位素含量之比。

氢氧同位素分馏依赖于周围环境的变化, 平衡条件下同位素分馏主要受温度的影响[ 10, 11]。在实际蒸发过

程中, 由于分子扩散的差异所引起的动力效应, 存在着非平衡条件的动力分馏[ 12~ 14]。在动力蒸发过程中, 除

了受温度的影响外, 剩余水体中的稳定同位素比率还受相对湿度、风速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从蒸发分馏机理研

究开始, 通过室内外水体蒸发同位素实验, 证实了蒸发模型中剩余水体稳定同位素值随剩余水体体积比减小而

增大的规律; 通过室内不同温度条件下的蒸发实验, 获得了不同气象因素对水体氢氧同位素蒸发分馏的影响。

1 室内外器皿水自由蒸发实验

1 1 实验介绍

自由水体蒸发实验在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 分别进行室内和室外器皿

水蒸发实验。室内蒸发皿高 60 cm, 直径 60 cm, 放置在实验室大厅通风处; 室外蒸发皿高 50 cm, 直径 50 cm,

放置在空旷的平地上, 四周空气通畅, 利于自由蒸发。在两蒸发皿壁四周贴上标尺, 标注刻度, 每天 8#00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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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次, 取各标尺读数的平均值, 前后两天观测示数之差除去取样量即为当天的蒸发量。室内外蒸发皿初始水

体分别取自5月份和 9月份的南京当地自来水, 两个蒸发皿均在自然状态下进行自由蒸发。由于室内蒸发量很

小, 室内实验从 2006年 5月中旬一直延续到11月中旬, 其间实验连续不间断; 室外实验从 2006年 9月 16日

延续至 2006年10月 15日, 历时 30 d, 整个蒸发期间天气良好, 虽然 9月 29日到 30日之间有一次降雨过程,

但是降水前已预先用塑料布建一遮蔽蓬, 遮蔽蓬四周敞开, 雨后即时撤去遮蔽蓬, 因此整个蒸发过程不曾受外

部降雨影响。

图 1 取样方法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s of sampling method

室内外蒸发皿旁放置了温度计和湿度计, 详细记录每

天的温度、湿度等气象要素。实验中观测完蒸发量后, 同

时进行同位素取样。为了考虑蒸发过程中水体同位素分层

效应, 我们对蒸发皿水体的表层、垂线分别进行了同位素

取样。表层取样直接在水体表面进行。实验中对水体垂线

取样是个难点, 为了获取垂线水体同位素的平均值, 我们

设计了这样一个方法(图 1) , 将一中空小玻璃管垂直插入蒸

发皿, 玻璃管中便溢满了垂线各层的水体, 此时将玻璃管露

出水面端封住(由于气压作用, 水样将留在管中) , 然后小心取出玻璃管, 将玻璃管中的水样倒入 30mL的取样瓶,

重复操作2~ 3次, 直到取样瓶装满为止。这样取样的优点是简单方便, 无需在蒸发皿壁上布置若干取样小孔, 就

可获得垂线上均匀水样。每次取样后, 取样瓶即时严格用蜡密封, 防止储存过程中发生蒸发分馏。

收集的水样送到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用 MAT 253气体质谱仪进行水样的同位素测定, D测

样精度为 ∃ 0 5∀ ,
18O测样精度为 ∃ 0 1 ∀。

1 2 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

(1) 蒸发量与湿度和温度的关系 水体蒸发主要受制于气象条件, 如温度、相对湿度等。实验中温度与水

体蒸发量成正比, 温度越高, 蒸发越快, 蒸发量越大; 相对湿度与水体蒸发量成反比, 相对湿度越大, 蒸发越

慢, 蒸发量越小。

(2) 剩余水体稳定同位素随剩余水体积比的变化关系 随着蒸发的进行, 剩余水体体积不断减少, 水体中

不断富集重同位素。研究剩余水体稳定同位素含量随剩余水体积比的变化关系(图 2) , 可以看出剩余水中同位

素含量随剩余水体体积比的减少而越富集, 这与原有的瑞利平衡分馏模型结果是一致的。

图 2 室内外蒸发实验剩余水稳定同位素含量与剩余水体积比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ble isotopic value in residual water and residual water ratio in indoor and outdoor evaporation experiments

瑞利蒸发模型是英国科学家瑞利(Rayleigh)讨论液体混合物蒸发过程时提出来的一种模型[ 15]。在瑞利过程

中, 体系中的两相物质处于一种瞬时平衡状态, 其过程可用下式来描述:

R l = R0f
(1/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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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 l为任一瞬间反应物(剩余水体)的同位素比值; R0 为蒸发水体初始同位素比值; f 为剩余水体体积比;

为液 气间分馏系数, = R l/ Rv , 下标 l、v 分别表示液态和气态。

在瑞利分馏模式下, 剩余水体同位素含量随剩余水体积比的减小呈指数增长[ 16]
, 而本实验中剩余水体同位素

含量随 f 的关系用直线拟合效果较好, 这可能是因为蒸发实验进行的程度不是太深, 没有达到剩余水完全蒸发的

程度, 这一阶段, 用直线回归来拟合两者间的正比关系是可行的。另一方面, 由于室内外器皿水蒸发实验是在天

然条件下进行的开启水面自由蒸发, 蒸发还受湿度等气象因素的影响, 存在非平衡条件下的动力分馏, 得出的剩

余水体稳定同位素值与 f 的关系是瑞利平衡分馏和动力非平衡分馏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过程。

(3) 水体蒸发线方程 根据实测同位素数据, 可以点绘出室内外蒸发实验中剩余水体
18
O与 D的关系曲

线(即蒸发线) , 见图 3。从图 3看出室外自由水体蒸发实验蒸发线斜率( s= 5 035)比室内实验( s= 6 195)要小,

说明室外自由水体中蒸发同位素富集程度要高于室内实验, 由于室外蒸发皿放置在室外, 受温度、相对湿度、

风速等气象因素的影响更显著, 其非平衡条件下的蒸发分馏作用也越大。室外蒸发皿水体蒸发线方程为 D=

5 035 18O- 19 356, 降雨线方程为 D= 8 367 18O+ 16 699, 如图 4所示, 可看出蒸发线较大地偏离了当地降

水线, 说明南京秋季表面水体蒸发作用比较明显, 在没有降雨输入混合的条件下蒸发水体较富集重同位素。

图 5 室外(左)和室内(右)蒸发皿水体氧同位素分层柱状图

Fig 5 Histogram of oxygen isotopic stratification in outdoor ( left) and indoor( right) evaporating pans

* 南京地区降水同位素数据取自国际原子能机构官方网站(实为南

京附近滁州基地水样)

图 4 降水线与室外蒸发皿水体蒸发线比较

Fig 4 Comparison between LMWL and EL in Nanjing

图 3 室内外实验蒸发线

Fig 3 Evaporation line in indoor and outdoor experiments

(4) 器皿水蒸发同位素分层现象 为了考虑蒸发过程中同位素的分层变化, 实验中对水体的表层和垂线分

别进行了同位素取样, 结果如图 5所示。可以看出, 随着蒸发的进行水体氧同位素值有不断富集的趋势。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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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水体蒸发时在垂线上有微小的分层, 表层水体同位素值比垂线平均的同位素值略富集, 可能的原因在于表层

水体接受阳光的直接照射, 表层水体温度会略大于深层水体, 表面的水优先进行了蒸发, 同位素分馏富集的程

度大些。由于用于实验的蒸发皿深度不大, 只有 50~ 60 cm, 表层和深层水体同位素值尽管存在差异, 但差异

不是非常明显。而在世界各地一些深度比较大的湖泊水体中, 由于温度和密度的分层现象导致的水体同位素分

层现象会非常显著[ 17~ 20]。

2 不同温度条件下室内器皿水蒸发实验

2 1 实验设计

为了分析不同温度对水体氢氧同位素分馏的影响程度, 设计了不同温度条件下室内器皿水蒸发实验。取 3

个初始水体同位素含量相同的蒸发皿, 在附加外部连续热源的条件下, 使各蒸发皿表面温度依次控制在 20 % 、
30 % 、40 % 左右, 除了温度外各蒸发皿其它外部影响因素相同。3个蒸发皿从相同的初始水体体积开始, 各自

进行蒸发, 蒸发历时 3 d, 每隔一定时间间隔观测一次蒸发量, 并同时进行同位素取样。

2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1) 不同温度条件下剩余水体同位素富集程度比较 温度是影响蒸发分馏最重要的因素, 在湿度和风速等

表 1 18O和 D变化量随温度的变化

Table 1 Variation of  18O and  D with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

温度/ %  18O  D

20 1 68 6 35

30 1 69 6 52

40 1 77 6 64

气象因素一致的情况下, 温度越高, 蒸发速度越快, 相同时间间

隔内的蒸发量越大, 剩余水体富集程度也越大。表 1显示了各蒸

发皿剩余水体同位素改变量(与初始水体相比)与温度的关系。可

看出, 在相同的蒸发时间里, 剩余水体同位素改变量(  18O 和

 D)随温度增高而变大, D同位素的改变量比18O大, D同位素

的日平均改变量约为
18
O的 3 8倍, 表明 D同位素更敏感地响应

温度的变化。

( 2) 不同温度条件下剩余水体稳定同位素值随剩余水体体积比的变化关系 图 6显示了不同温度条件下剩

余水体稳定同位素值随剩余水体积比的变化关系。从图 6曲线族变化趋势可以得出, 在以温度为主要影响因素

的室内蒸发实验中, 温度越高, 液 气态间的分馏系数越小, 相应于同一剩余水体体积比, 剩余水体稳定同位

素含量则越低[ 10, 12]。对于每条曲线(同一温度) , 剩余水体同位素含量随剩余水体的减少而越富集。点绘出不同

温度条件下各蒸发皿 18O~ D关系(即蒸发线(图 7) ) , 拟合方程分别为 y= 3 009x- 24 374( 40 % ) , y= 3 021x

- 24 603(30 % ) , y= 3 043x- 24 913(20 % )。结果表明各蒸发皿水体蒸发线方程斜率差异不太显著, 但随温度

的降低还是有微小的增加。

图 7 蒸发线随温度的变化

Fig 7 Variation of evaporation line with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

图 6 不同温度条件下蒸发皿剩余水体稳定同位素值与剩余水体体积比的

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ble isotopic value in residual water and residual water ra

tio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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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 1) 同一蒸发皿水体中, 剩余水体稳定同位素值与剩余水体体积比 f 呈反比关系, 剩余水中稳定同位素值

随剩余水体体积比的减少而越富集, 其结果与瑞利分馏模型理论模拟一致。

( 2) 由于蒸发皿不同深度水体层中光照, 表面风速的差异以及蒸发器皿内热对流等因素的影响, 自由水体

蒸发分馏在垂线上有分层现象, 表层水体同位素值比垂线平均的同位素值略富集。

( 3) 通过室外器皿水自由蒸发实验, 获得蒸发线方程为 D= 5 035
18
O- 19 356, 与当地大气降水线方程

D= 8 367
18
O+ 16 699相比, 斜率偏小, 说明实验期间水体蒸发分馏作用较大, 剩余水体较富集重同位素。

( 4) 水体蒸发实验中, 温度越高, 蒸发速度越快, 相同蒸发时间内剩余水体重同位素富集程度越大; 以温

度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室内器皿水蒸发实验中, 液 气间的分馏系数与温度成反比, 温度越高, 分馏系数越小,

相应于同一剩余水体体积比, 剩余水体稳定同位素值则越低。

蒸发对研究不同水体稳定同位素组成、揭示水分运动规律、示踪水循环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蒸发同位素分

馏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还非常欠缺, 需做更多的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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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fractionation mechanism of hydrogen and oxygen stable

isotopes in evaporation from water surface of evaporation pans

BAO Wei min1, 2, HU Hai ying1, 2, WANG Tao1, 2, QU Si min1, 2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China;

2 College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evaporation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aporation fractionat ion factor of stable isotopes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s analyzed through the water evaporation experi

ments under different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sidual water is gradually enriched in heavy iso

topes along with the evaporation In the outdoor evaporation experiment , isotopic stratif icat ion phenomenon takes place in dif

ferent water layers of the evaporation pans where the isotopic rat ios of surface water are more concentrated than that of deeper

water due to the discrepancy of the sunlight radiation, heat convect ion and wind speed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 fractionat ion

factor of stable isotopes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evaporation temperature Moreover, the evaporation line of outdoor ex

periment obviously deviates from the local meteoric water line,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evaporation action of the surface

water is strong in course of the experiment Therefore, the research provides credible experimental data for revealing the evapo

rat ion fractionation mechanism further

Key words: water surface evaporation;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s; fractionation; evaporation pan; experiment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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