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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流中的离子输移与泥沙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对流域侵蚀过程中物理化学作用分析指出, 流域的离子

溶出与流域泥沙侵蚀过程具有伴随性, 相应的泥沙和离子输移也具有相关性。通过研究嘉陵江和渭河干流站点的

离子输移与泥沙输移的实测资料得出, 河流离子输移量与泥沙输移量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河流中不同种类的

离子输移与泥沙输移的相关程度不同, 不同河流二者相关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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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作用下的地表物质输移是地球表层物质循环系统中的基本过程之一, 按照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 可分

为非溶解性物质输移和溶解性物质的输移。非溶解性物质的输移主要表现为泥沙随水流输移和沉积, 溶解性物

质的输移主要表现在水体的离子随河流的输移。泥沙输移变化导致下游的河道演变, 离子输移形成了河流水化

学特性。河流水化学特性是表征流域水质特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水化学特性变化对于流域水质以及水生生物和

水生态环境都有着重要的影响[122]。

河流中的离子与泥沙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水体中离子浓度的变化对于泥沙沉降、输移有着重要的

影响[ 325] , 另一方面泥沙的输移和侵蚀又影响着水体中的离子浓度[ 627] , 二者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水体中的

离子和泥沙输移过程与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也密切相关, 泥沙输移与离子输移的相关程度对水沙条件和环境的

变化有一定的反馈机制, 即泥沙输移与离子输移的相关关系为研究流域的水沙条件变化和环境变化提供了一个

新的方法。因此分析研究泥沙的侵蚀输移过程与河流离子输移和水化学特性的关系, 不仅对于深入了解泥沙和

离子之间的内在联系, 认识河流水化学特性的形成和影响因素, 同时对于了解流域水环境变化等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1  流域侵蚀过程中物理化学作用分析

流域侵蚀包括物理和化学两种侵蚀过程, 物理侵蚀结果形成不同大小的泥沙颗粒, 化学侵蚀则形成不同种

类的泥沙和离子。在实际侵蚀过程中物理和化学两种侵蚀过程往往交织在一起。

侵蚀过程中的化学作用主要表现为岩石的化学风化。化学风化作用主要包括溶解、水解、水化、碳酸盐

化、氧化和生物化学风化作用。根据风化和侵蚀作用的强度和性质, 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风化阶段, 在不同的风

化阶段, 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所起的作用不同, 化学风化的基本反应也有差别, 使得形成地表物质的组成也不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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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应的机理可以将侵蚀过程中的化学作用分为 3类: ¹同成分溶解反应; º异成分溶解反应; »氧

化还原反应。以下列出几种典型的反应过程[8]。

NaAlSi3O8( s) +
11
2H2O = Na

+
+ OH

-
+ 2H4SiO4 +

1
2Al2Si2O5(OH) 4( s) (1)

钠长石                   高岭石

CaAl2O8( s) + 3H2O= Ca
2+ + 2OH- + Al2Si2O5(OH) 4( s) (2)

钙长石             高岭石

CaAl2Si2O8( s) + 2H2CO3+ H2O = Ca
2+ + 2HCO-3 + 2Al2Si2O5(OH) 4( s) (3)

斜长石(中长石)                高岭石

3KAlSi3O8( s) + 2H2CO3+ 12H2O = 2K
++ 2HCO-3 + 6H4SiO4+ 3KAl3Si3O10(OH) 2( s) (4)

钾长石(正长石)                    云母

7NaAlSi3O8( s) + 6H
+ + 12H2O = 6Na

+ + 10H4SiO4+ 3Na0133Al2133Si3167O10(OH) 2( s) (5)
钠长石                   钠蒙脱石

综合上面不同泥沙矿物的反应,可以写出它们的通式。

A泥沙 + 环境物质 Z B泥沙 + 离子 (6)

从以上反应过程可看出, 泥沙中的矿物从一种化学状态转化为另一种化学状态时, 往往伴随着离子的产生

和溶解。因此在经过一段时间风化过程后, 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离子, 当水流经过具有一定矿物组成的区域时,

伴随着泥沙的侵蚀, 不同种类的离子也溶解到水体中, 形成该区域水体的水化学特性。从而得出流域水体中离

子的产生与泥沙产生具有一定的伴随性, 这种伴随性主要表现为流域的上游泥沙输移与离子输移具有相关性。

表 1 测站概况

Table 1 Survey of observation stations

河名 流入何处 站点 至河口距离/ km 集水面积/km2

嘉陵江 长江 谈家庄站 961 6694
嘉陵江 长江 略阳站 915 19206

嘉陵江 长江 新店子站 755 25367
嘉陵江 长江 亭子口站 588 61089

嘉陵江 长江 武胜站 167 78850

2  长江支流嘉陵江流域离子输移与泥沙输移的相关性

嘉陵江流域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 是长江支流中面积最大的河流。嘉陵江流域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土壤组成除西汉水流域上中游为黄土(约2 000 km2)外, 其它均为紫色土和土石山。紫色土成土过程快, 土质粗

且松散, 土层浅薄, 是流域内极易侵蚀的土壤。由于嘉陵江水系流域面积辽阔, 自然环境条件变化亦较大, 河

系又较发育, 故河水的理化条件变化亦较大。嘉陵江的水体略偏碱性, pH 在 717~ 810之间, 个别河段极端变

化值为 618~ 814。河水中的溶解氧实测值为 712~ 1014 mg/L, 平均值为 817~ 818mg/ L。电导率的变化范围为

139~ 350mV/ cm, 属于氧化环境, 平均值为 245mV/ cm。化学耗氧量实测值变化于 0196~ 4123mg/L, 平均值在

113~ 114mg/ L, 属于化学耗氧量较低的河流。嘉陵江及其主要支流河水的总离子含量多年变化于 202~ 222

mg/ L,属矿化度偏低的河流。但某些支流站点的离子总量较大, 可达到 300 mg/L 以上, 其主要阴离子为

HCO-3 , 含量变化 129~ 147mg/ L; 主要阳离子为 Ca
2+ , 年均含量变化 3414~ 3816mg/ L。水体中还含相对较多

的SO2-4 ( 20mg/ L左右)和Mg
2+ ( 616 mg/L)。水化学类型基本为重碳酸盐钙型水[ 9]。

本文统计了嘉陵江干流上 5个站点, 具体的站点概

况及分布如表 1所示。采用嘉陵江上站点 6年( 1979~

1984年)的输沙和水化学资料。在水文年鉴中水化学资

料所占比重较小, 但采样时都有详细的时间纪录, 这为

水文泥沙资料和水化学资料匹配创造了条件。水化学资

料采用实测的实时资料, 配套的水文泥沙资料根据水化

学采样的时间在相应的资料中查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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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水体中最主要的离子是 Ca2+ 和HCO-3 , 二者的浓度占总离子浓度的 80%左右, 而其它种类的离子

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426] , 因此本文主要分析 Ca2+ 离子和HCO-3 离子输移率与泥沙输移率的关系。图 1分别列

出了嘉陵江干流上站点的 Ca2+和 HCO-3 离子输移率与泥沙输移率之间的关系, 图中的 Qs表示某站点的泥沙输

移率, kg/ s; QCa2+、QHCO-
3
分别为 Ca2+ 和HCO-3 离子的输移率, g/ s。

图 1 泥沙输移率和 Ca2+ , HCO-3 离子输移率关系

Fig1 1 Relationship between sediment discharge and ions (Ca2+ , HCO-3 ) discharge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嘉陵江主流离子输移率与输沙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即随着泥沙输移率增大, 离子

的输移率也增加, 两者在对数坐标下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而且相关性很好, 最好的为新店子站, 相关系数

(R2)达到了0195以上; 最差的站点为略阳站, 但相关系数( R2)也有 0181。

根据嘉陵江流域的水化学特征可知, 水体中除了 Ca
2+
离子和 HCO

-
3 离子以外, 还有 SO

2-
4 、Mg

2+
、Cl

-
、

Na+ 2K+离子, 以下以亭子口站为例研究这些离子输移与泥沙输移的相关性。资料统计结果如图 2、图 3所示。

图 3 泥沙输移率和 Cl- , SO2-4 离子输移率关系(亭子口站)

Fig13 Relationship between sediment discharge and ions ( Cl- ,

SO2-4 ) discharge in Tingzikou station

图 2  泥沙输移率和Mg2+ , Na+2K+ 离子输移率关系(亭子口站)

Fig12 Relationship between sediment discharge and ions (Mg
2+
,

Na+ 2K+ ) discharge in Tingzikou station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Mg
2+
、SO

2-
4 、Cl

-
、Na

+
2K
+
离子的输移率与输沙率同样呈正相关关系, 即输沙率增

加时, Mg
2+
、SO

2-
4 、Cl

-
、Na

+
和K

+
等离子的输移率也相应的增加。这些离子的输移率与输沙率的相关性显

然要比 Ca2+、HCO-3 这两种离子的输移率与输沙率的相关性要小。离子的产生是土壤风化溶蚀的结果, 风化

溶蚀又与泥沙的侵蚀输移密切相关, 因此离子输移率与输沙率成正相关。由于嘉陵江流域上游黄土区土质疏

松, 中下游紫红色页岩易于风化, 这些土壤及其母质、母岩(紫色土、紫色砂页岩)中富含钙质, 大部分土壤及

其母岩风化会产生 Ca
2+
离子。由式( 3)和式( 4)可以看出, 在风化过程中由于大量的溶解性CO2参与, 生成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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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O-3 , 使得水体中阴离子以HCO
-
3 为主, Ca

2+ 和HCO-3 离子输移率与输沙率相关性要比其它离子输移率与输

沙率的相关性要大。

3  黄河渭河下游离子含量与水沙关系研究

程东升等研究了渭河流域下游站点泥沙浓度和离子浓度的关系, 发现在多沙性河流中, 河流离子含量与河

流水沙变化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 即河流中悬移质泥沙含量小于20 kg/ m3时, 随泥沙浓度的升高, 离子含量降

低; 而在悬移质泥沙含量大于 20 kg/ m
3
时, 二者之间则呈正相关关系

[10]
。

笔者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在于研究同一个问题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笔者采用的是泥沙和离

子的输移率, 是一个输移总量的概念, 而程东升、许炯心则采用水体中的泥沙浓度和离子浓度来进行分析研

究。无论是对于相同的河流还是不同的河流, 离子浓度都不能代表离子产生和输移的量, 因为在离子输移总量

较大时, 往往水量较大的时刻水体中的离子浓度却有所降低。例如同一条河流不同时期对比, 在枯水季节时离

图 4  渭河下游泥沙输移与离子输移关系(华县站)

 Fig14 Relationship between sediment discharge and ions dis2

charge in downstream of Weihe River (Huaxian station)

子浓度要大于丰水季节的离子浓度, 而离子输移总量却相

反。不同的河流对比, 黄河的离子浓度要大于长江的离子

浓度, 而黄河的离子输移量却要小于长江的离子输移量。

对于长江和黄河二者的离子侵蚀过程对比在许炯心相关研

究中也有论述。因此应用泥沙浓度和离子浓度作为参数并

不能很好的反映泥沙输移和离子输移之间的关系。

笔者根据渭河华县站 1960~ 1984 年的水文资料, 分

析了的泥沙输移量和离子输移量的关系; 如图 4所示, 此

处离子输移量是指水体中总的离子输移量, 包括 Ca2+ 、

HCO-3 、Mg
2+ 、SO2-4 、Cl

- 、Na+ 2K+等离子, 从图中可以

看出, 虽然华县站的离子输移量与泥沙输移量的相关性并

没有长江嘉陵江的离子输移量和泥沙输移量的相关性好, 但是总体的趋势是一样的, 即随着泥沙输移量的增加

离子输移量也相应的增加, 二者成正相关关系。

4  结   论

本文通过分析水流侵蚀过程中的物理化学作用指出, 泥沙侵蚀和离子侵蚀具有伴随性, 即在泥沙侵蚀产生

的同时伴随着离子侵蚀, 并且通过对长江支流嘉陵江和黄河支流渭河的离子输移和泥沙输移的相关性研究得

出, 流域的泥沙输移和离子输移具有正相关关系, 即随着泥沙输移量的增加, 离子输移量也相应增加; 河流中

不同种类离子的输移与泥沙输移的相关性有一定差别。对于长江水体, Ca
2+
离子和 HCO

-
3 离子的输移与泥沙

输移相关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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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ion transport and sediment discharge i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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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exists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ions and sediment in river water1 And the sediment discharge and the ion

chemical character are linked together1 In this paper, the progress of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denudation in a river basin is

analyzed, and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ions and sediment is researched according to the data obtained at the hydrological sta2

tion on Jialing River and Weihe River1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diment discharge and

ions discharge is evident, the related coefficient changes if the ions. category changes,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different in the

different river1

Key words: river; hydrochemistry character; ion discharge; sediment transpor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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