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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镭同位素评价九龙江河口区的地下水输入
郭占荣，黄　 磊，袁晓婕，刘花台，李开培

（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福建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为评价九龙江河口区的地下水输入量及其输送的营养盐数量，建立了天然存在的镭同位素２２４ Ｒａ和２２６ Ｒａ的质
量平衡模型。镭的源项考虑了河流的输入、河流悬浮颗粒的解吸、沉积物再悬浮颗粒的解吸、沉积物扩散输入、涨
潮时外海的输入和地下水的输入；镭的汇项考虑了镭的放射性衰变，以及退潮时河口水的输出。根据镭的质量平衡
计算，地下水输入的镭通量约占河口区镭总输入通量的４１ ９％ ～ ５６ ９％，转换成地下水输入量为１ ６５亿～ １ ８３亿
ｍ３ ／ ｄ，该地下水输入量是河流径流输入量的４倍多。以陆源地下淡水占总的地下水输入量的１０％考虑，计算获得
营养盐输入通量分别为４６１万ｍｏｌ ／ ｄ（ＤＩＮ）、２２万ｍｏｌ ／ ｄ（ＤＩＰ）、６９４万ｍｏｌ ／ ｄ（ＤＳｉ），它们分别约是河流输入营养盐
通量的２３％（ＤＩＮ）、２８％（ＤＩＰ）、７７％（ＤＳｉ）。结果表明九龙江河口的地下水输入量及其所输送的营养盐相当可观，
所输入的营养盐是海域富营养化的潜在影响因素，在未来的河口环境管理中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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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中陆源地下水输入量只占河流径流输入量的６％ ～ １０％，但其输送的溶解物质却是河流输入的
５０％左右，因为通常地下水中的溶解物质的浓度相对较高［１２］。海底地下水排泄为营养盐和污染物通过海底
进入海洋提供了一条传输通道，同时也为人类产生的各种物质通过海底进入海洋提供了一条重要通道。这
样，海底地下水排泄就通过给河口和海湾增加营养盐、金属、碳及其它溶解化学物质来影响河口和海湾的生
物地球化学过程［３］。

沿岸地下水中营养盐浓度通常高于河口水和海水，少量的海底地下水排泄有可能输入大量的营养盐到河
口或海湾。尤其是具有不平衡的Ｎ ／ Ｐ比率的受污染的沿岸地下水输入到河口或海湾中，其对近海海洋生态
系统有着严重的影响［４６］。富含营养盐的地下水输入是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５］，它能引起
浮游生物和有害海藻的过度繁殖［４，６］。因此，在河口和近岸海域中不能忽视地下水输入的化学物质，即使是
地下水输入量很小也不可小视［７］。

海底地下水排泄的评价一般使用３种方法，即直接测量法、地球化学示踪法和水文地质模型法［２，８］。示
踪法中通常使用铀钍衰变系列的放射性同位素，包括２２３ Ｒａ、２２４ Ｒａ、２２６ Ｒａ、２２８ Ｒａ［３，９］和２２２ Ｒｎ［１０１１］。之所以这些地
球化学示踪剂能有效地用来评价海底地下水排泄，是因为它们在地下水中的活度通常高于在地表水（海水、
河水等）中的活度，而且每个示踪剂的源和汇较容易测量或计算。这些示踪剂可以评价总的海底地下水排泄，
但通常不能区分出陆源地下淡水和再循环海水。研究证实这些示踪剂可以有效地用于多种空间尺度的河口或
海湾的海底地下水排泄的研究［８］。地下水向海底的排泄在时空上是不均一的、多变的，利用上述示踪剂评
价海底地下水排泄的优势是可以消除小尺度地下水输入变化的影响［２，７］。

镭的４个同位素（２２３ Ｒａ、２２４ Ｒａ、２２６ Ｒａ、２２８ Ｒａ）被认为是一组强有力的量化海底地下水排泄的天然示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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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３，９，１２］。在淡水环境中镭同位素牢固地吸附在固体颗粒物上，但随着盐度的增加地下水的离子强度也增加，
镭就从颗粒上解吸而释放到咸水中［１３１４］。在地下咸水中镭同位素的活度通常比在地表水、海水中的活度高
几个数量级，而且其在咸水环境（盐沼、河口、海湾等）中的化学行为是保守的。一旦来自河流、外海、底部
沉积物以及其它方面的镭同位素的贡献确定了，那么输入该系统总的海底地下水排泄就可以利用过量的镭同
位素活度来量化［３］。

１　 研究区简况
九龙江河口区位于厦门湾西海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流九龙江的入海口。九龙江河口，口小腹大，腹部

最宽处约７ ～ ８ ｋｍ，口门宽仅３ ５ ｋｍ（图１）。河口北侧为侵蚀剥蚀台地，广泛分布着花岗岩风化后的残积红
土层；南侧为丘陵，主要出露燕山期花岗岩类岩石，局部有侏罗纪南园组火山沉积岩分布；西侧为冲海积平
原（漳州平原）。河口底部地形向口门倾斜，坡度约１％ ～ ２％。河口底部沉积物以细砂和粉砂为主［１５］。

图１　 九龙江河口地理位置及水样和沉积物取样点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ｕ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九龙江多年平均入海径流量约为１４８亿ｍ３，它由３条支流（南溪、西溪、北溪）组成。丰水期４ ～ ９月的
径流量约占全年径流量的６７％，枯水期１０月至翌年３月的径流量仅占全年径流量的３３％。河流悬移质含沙
量年平均２１０ ｇ ／ ｍ３［１５］。

九龙江河口区的潮汐以正规半日潮为主，平均潮汐周期为１２ｈ４０ｍｉｎ，最大潮差６ ４ ｍ，最小潮差１ ０ ｍ，
平均潮差４ ０ ｍ左右［１６］，平均纳潮量为３ ６８亿ｍ３，潮流界大致在海澄与石码之间。河口区的波浪以风浪为
主，外海传人的涌浪占次要地位，风浪的常浪向为ＥＳＥ，最大波高１ ９ ｍ，平均波高约０ ５ ｍ。

研究区的气候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为１ １４０ ｍｍ，降雨主要集中在４ ～ ９月，其
降雨量约占全年的７５％。降水形式３ ～ ６月为锋面雨，７ ～ ９月为台风雨。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取样

（１）水样采集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和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两个航次共采集河流（南溪、西溪和北溪）水样
１１个，其中７个用于测定河水中镭的活度，４个用于进行河流悬浮颗粒中镭的解吸实验；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
１０月１９日和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３个航次共采集河口水样２７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３日，１个航次采集九龙江
外海海水样品１０个；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在河口区近岸的水井中，采集１０个地下水样；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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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口区的潮间带，挖坑（约８０ ｃｍ深度）采集潮间带地下水样品４个。水样采样点见图１。除了潮间带地下
水样，其它的水样都采自水体表层１ ｍ深左右。每个水样都装满６０ Ｌ的塑料桶，运回实验室进行测量和分
析。水样的盐度在现场用盐度计（Ｊｅｎｃｏ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 ，Ｌｔｄ ，Ｍｏｄｅｌ ３２５０）测定。

（２）沉积物样采集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按照Ｂｅｃｋ等［１４］推荐的方法，在河口区的低潮线附近采集了６个沉
积物样，样品直径３５ ｃｍ、高度２０ ｃｍ。每个沉积物样存放在培养桶中，运回实验室进行培养，在取样和运输
过程中尽量减少对沉积物的扰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选择了３个地点用Ｖａｎ Ｖｅｅｎ抓斗采泥器采集河口表层沉积
物，只选择表层１ ～ ２ ｃｍ的沉积物带回实验室，用来进行沉积物再悬浮颗粒中镭的解吸试验。沉积物采样点
见图１。
２ ２　 实验方法

（１）镭的富集　 水样运回室内后，立即对水样中的镭进行富集。采用的方法是ＭｎＯ２ 纤维单柱富集
法［１７１８］，即利用虹吸方式让水样以２００ ～ ２５０ ｍｌ ／ ｍｉｎ的流速通过ＭｎＯ２ 纤维富集柱来富集镭。富集完成后，
取出吸附了镭的锰纤维，甩干水分，然后装入扩散管内，立即测量２２４ Ｒａ活度。

（２）镭放射性活度的测量　 测量镭活度的仪器为中核（北京）核仪器厂生产的ＦＤ１２５型氡钍仪。２２４ Ｒａ活
度的测量采用２２０ Ｒｎ连续射气闪烁计数法［１７，１９］。２２４ Ｒａ测量完毕，立即将装有ＭｎＯ２ 纤维的扩散管两端密封，
放置７ ｄ以上，测量２２６ Ｒａ的活度。２２６ Ｒａ活度的测量采用２２２ Ｒｎ直接射气闪烁计数法［１７１８］。

（３）河水悬浮颗粒中镭的解吸　 河流悬浮颗粒上吸附一定数量的镭，当河水进入河口区遇到咸水时，
镭极容易从悬浮颗粒上解吸到河口水中。河水水样回到实验室后，用２ μｍ孔径的滤膜过滤悬浮物，然后将
悬浮物放入６０ Ｌ无镭河口水中（无镭河口水的制备：采集九龙江河口水，先过滤掉杂质，再用锰纤维去除掉
其中的镭），轻微搅动并放置２ ｈ后，按照前面的方法富集镭和测量镭活度，取４个样的平均活度作为河流悬
浮颗粒解吸的镭活度。

（４）沉积物再悬浮颗粒中镭的解吸　 潮流和波浪往往引起河口表层沉积物再悬浮，从而导致再悬浮颗
粒表面吸附的镭解吸到河口水中。用采泥器采集的表层１ ｃｍ沉积物样品回到实验室后，在通风的地方自然
风干，然后根据蔡锋等人观测获得的河口区沉积物再悬浮平均浓度值（涨潮时期５６ ５ ｇ ／ ｍ３，退潮时期５０ ５
ｇ ／ ｍ３［１５］），用风干的沉积物与无镭河口水制备出相应再悬浮浓度的实验用水（６０ Ｌ），搅动片刻，按照前面的
方法富集镭和测量镭活度，用５次实验的平均活度代表沉积物再悬浮颗粒解吸的镭活度。

（５）沉积物中镭的扩散　 河口表层沉积物中钍衰变产生的镭，使得沉积物间隙水中镭活度大于河口水
中的镭活度，在活度差作用下，间隙水中的镭扩散到河口水中。６个沉积物培养样运回实验室后，按照Ｂｅｃｋ
等的培养方法，测量每个培养时间段扩散到水中的镭活度，然后根据多个测量点与理论方程的拟合，确定镭
的扩散通量［１４］，最终取６个培养样的镭的平均扩散通量。实验测得的镭的扩散通量代表沉积物中镭扩散通
量的最大值，因为实验使用的培养水是无镭河口水，而实际情况是沉积物上覆河口水总是有一定的镭活度，
该活度会降低间隙水与河口水的活度差，从而减少镭的扩散。

（６）营养盐浓度的测定　 ２００８年７月和２００９年４月，在河口区近岸的水井中，两次共采集了２０个地
下水样用来做营养盐分析。营养盐测量项目包括：溶解无机氮（ＮＯ －３ Ｎ、ＮＯ －２ Ｎ、ＮＨ ＋

４ Ｎ）、溶解无机磷（ＰＯ３ －４ 
Ｐ）和溶解无机硅（ＳｉＯ２ －３ Ｓｉ）。营养盐水样的采集和保存，以及营养盐的测定都采用推荐方法［２０］。
２ ３　 镭质量平衡模型

分别用２２４ Ｒａ、２２６ Ｒａ质量平衡来评价九龙江河口区的地下水输入。河口区镭的源项主要有：①河水输入
的镭（Ｉ ｒｉｖｅｒ）；②河流悬浮物颗粒解吸的镭（Ｉ ｒｄｅｓｏｒｐ）；③沉积物再悬浮颗粒解吸的镭（Ｉ ｓｄｅｓｏｒｐ）；④表层沉积物扩
散的镭（Ｉ ｓｄｉｆｆ）；⑤涨潮时由外海输入的镭（Ｉ ｉｎｐｕｔ）；⑥地下水输入河口水中的镭（Ｉ ｓｇｄ）。镭的汇项主要有：①
放射性衰变损失的镭（Ｉｄｅｃａｙ）；②退潮时从河口输出的镭（Ｉｏｕｔｐｕｔ）。这样，河口区镭的质量平衡方程可以表述
为

Ｉｏｕｔｐｕｔ ＋ Ｉｄｅｃａｙ ＝ Ｉ ｒｉｖｅｒ ＋ Ｉ ｒｄｅｓｏｒｐ ＋ Ｉ ｓｄｅｓｏｒｐ ＋ Ｉ ｓｄｉｆｆ ＋ Ｉ ｉｎｐｕｔ ＋ Ｉ ｓｇｄ （１）
式中　 各源汇项的单位均为ｄｐｍ ／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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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退潮时从河口输出的镭（Ｉｏｕｔｐｕｔ）　 退潮时，富含镭的河口水输出到外海，使河口水中镭损失，该损失
评价如下：

Ｉｏｕｔｐｕｔ ＝ （Ｖ ｔｉｄｅｎ ｔｉｄｅ ＋ Ｑ ｒｉｖｅｒ）Ａ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２）
式中　 Ｖ ｔｉｄｅ为平均纳潮量，３ ６８亿ｍ３；Ｑ ｒｉｖｅｒ为平均河流径流量，０ ４０５亿ｍ３ ／ ｄ；Ａ ｅｓｔｕａｒｙ为河口水的平均活度，
ｄｐｍ ／ ｍ３；ｎ ｔｉｄｅ为每天的潮汐周期数，１ ９３５ ／ ｄ。

（２）镭的衰变损失（Ｉｄｅｃａｙ）　 九龙江河口水在河口区的滞留时间平均为２ ０３ ｄ［２１］，对于短寿命的核素
２２４ Ｒａ（半衰期ｔ１ ／ ２ ＝ ３ ６ ｄ），放射性衰变是镭的一个重要损失过程；而对于长寿命的核素２２６ Ｒａ（ｔ１ ／ ２ ＝ １ ６００ ａ），
放射性衰变可以忽略不计。河口区的镭衰变损失计算如下：

Ｉｄｅｃａｙ ＝ Ｖ ｅｓｔｕａｒｙＡ ｅｓｔｕａｒｙλＲａ （３）
式中　 Ｖ ｅｓｔｕａｒｙ为平均的河口水体积，４ ５３亿ｍ３；λＲａ为２２４ Ｒａ的衰变常数，０ １９３ ／ ｄ。

（３）河水输入的镭（Ｉ ｒｉｖｅｒ）　 上游河水中溶解的镭随同河水一起输入到河口区，输入镭的通量计算如下：
Ｉ ｒｉｖｅｒ ＝ Ｑ ｒｉｖｅｒＡ ｒｉｖｅｒ （４）

式中　 Ａ ｒｉｖｅｒ为河水中镭的平均活度，ｄｐｍ ／ ｍ３。
（４）河流悬浮颗粒解吸的镭（Ｉ ｒｄｒｓｏｒｐ）　 河流悬浮颗粒遇到河口咸水解吸的镭计算如下：

Ｉ ｒｄｅｓｏｒｐ ＝ Ｃ ｒｓｕｓＱ ｒｉｖｅｒＡ ｒｓｕｓ （５）
式中　 Ｃ ｒｓｕｓ为河流悬浮颗粒的平均浓度，２１０ ０ ｇ ／ ｍ３；Ａ ｒｓｕｓ为河流悬浮颗粒的平均解吸活度，ｄｐｍ ／ ｇ，该数据由
实验获得。

（５）沉积物再悬浮颗粒解吸的镭（Ｉ ｓｄｅｓｏｒｐ）　 通常情况下，涨潮期间的沉积物再悬浮颗粒浓度略大于退潮
期间的浓度，即涨潮期平均浓度为５６ ５ ｇ ／ ｍ３，而退潮期平均浓度为５０ ５ ｇ ／ ｍ３［１５］。沉积物再悬浮颗粒解吸的
镭计算如下：

Ｉ ｓｄｅｓｏｒｐ ＝ Ｉ ｓｄｅｓｏｒｐ（１） ＋ Ｉ ｓｄｅｓｏｒｐ（２） （６）
　 　 　 　 涨潮期间 Ｉ ｓｄｅｓｏｒｐ（１） ＝ Ｃ ｒｅｓｕｓＶ ｔｉｄｅｎ ｔｉｄｅＡ ｒｅｓｕｓ （７）
　 　 　 　 退潮期间 Ｉ ｓｄｅｓｏｒｐ（２） ＝ Ｃ ｒｅｓｕｓ（Ｖ ｔｉｄｅｎ ｔｉｄｅ ＋ Ｑ ｒｉｖｅｒ）Ａ ｒｅｓｕｓ （８）
式中　 Ｃ ｒｅｓｕｓ为沉积物再悬浮颗粒的平均浓度，ｇ ／ ｍ３；Ａ ｒｅｓｕｓ为沉积物再悬浮颗粒解吸镭的平均活度，ｄｐｍ ／ ｇ，该
数据由实验获得。

（６）表层沉积物中镭的扩散输入（Ｉ ｓｄｉｆｆ）　 来自河口区表层沉积物的镭的扩散输入计算如下：
Ｉｄｉｆｆ ＝ Ｆ ｄｉｆｆ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κ （９）

式中　 Ｆ ｄｉｆｆ为表层沉积物中镭的平均扩散通量，ｄｐｍ ／ ｍ２ ｈ，该数据由实验获得；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为河口区水面覆盖的沉
积物分布面积，０ ９６８亿ｍ２，由低潮时水面覆盖的沉积物面积加上一半潮间带面积获得；κ代表２４ ｈ ／ ｄ。

（７）涨潮时由外海输入的镭（Ｉ ｉｎｐｕｔ）　 涨潮期间，外海海水输入河口区的镭计算如下：
Ｉ ｉｎｐｕｔ ＝ Ｖ ｔｉｄｅｎ ｔｉｄｅＡ ｏｃｅａｎ （１０）

式中　 Ａ ｏｃｅａｎ为外海海水中镭的平均活度，ｄｐｍ ／ ｍ３。
上述公式中镭的放射性活度及扩散通量的取值详见表１。根据对丰、枯期河口水镭活度的分析，丰、枯

期河口水的２２４ Ｒａ平均活度分别为２３ １４ ｄｐｍ ／（１００ Ｌ）和２６ ８６ ｄｐｍ ／（１００ Ｌ），二者相差３ ７２ ｄｐｍ ／（１００ Ｌ）；
丰、枯期河口水的２２６ Ｒａ平均活度分别为１８ ２４ ｄｐｍ ／（１００ Ｌ）和１９ ７３ ｄｐｍ ／（１００ Ｌ），二者相差１ ４９ ｄｐｍ ／（１００
Ｌ）。可见河口水体所含镭量随时间的变化不明显，因此本文模型计算采用河口区镭含量的年平均值，其它
参数也采用平均值。所以评价结果反映的是河口区地下水输入的年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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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镭质量平衡模型中部分参数的取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ａｄｉｕｍ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参数 取值
２２４ Ｒａ ２２６ Ｒａ

单位
Ａｅｓｔｕａｒｙ ２９ １４ ± ３ ８７（ｎ ＝ ２７，Ｐ ＝ ９５％） １９ ７５ ± ４ １７（ｎ ＝ ２７，Ｐ ＝ ９５％） ｄｐｍ ／（１００Ｌ）
Ａ ｒｉｖｅｒ ９ ０３ ± １ ３９（ｎ ＝ ７，Ｐ ＝ ９５％） ９ ７５ ± ２ １１（ｎ ＝ ７，Ｐ ＝ ９５％） ｄｐｍ ／（１００Ｌ）
Ａｏｃｅａｎ １１ ７８ ± ６ ３２（ｎ ＝ １０，Ｐ ＝ ９５％） ９ ９０ ± ２ ６０（ｎ ＝ １０，Ｐ ＝ ９５％） ｄｐｍ ／（１００Ｌ）
Ａｇｒｏｕｎｄ ７５ ９２ ± ７ ４９（ｎ ＝ １４，Ｐ ＝ ９５％） ３７ ７１ ± ８ ７７（ｎ ＝ １４，Ｐ ＝ ９５％） ｄｐｍ ／（１００Ｌ）
Ａ ｒｓｕｓ ０ ２８ ± ０ ０６（ｎ ＝ ４，Ｐ ＝ ９５％） ０ １６ ± ０ ０９（ｎ ＝ ４，Ｐ ＝ ９５％） ｄｐｍ ／ ｇ
Ａ ｒｅｓｕｓ ０ １７ ± ０ ０７（ｎ ＝ ５，Ｐ ＝ ９５％） ０ １３ ± ０ ０５（ｎ ＝ ５，Ｐ ＝ ９５％） ｄｐｍ ／ ｇ
Ｆｄｉｆｆ ０ ９５ ± ０ ７４（ｎ ＝ ６，Ｐ ＝ ９５％） ０ １１ ± ０ ０９（ｎ ＝ ６，Ｐ ＝ ９５％） ｄｐｍ ／ ｍ２ ｈ

　 注：目前国际上放射性活度的单位都采用ｄｐｍ ／（１００Ｌ），为了便于与同类成果对比，故本文没有采用Ｂｑ ／ ｍ３，Ｂｑ ／ ｍ３ ＝ ６ｄｐｍ ／（１００Ｌ）。

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镭的活度分布

４种水体中，河水的镭活度最低，平均为９ ０３ ｄｐｍ ／（１００Ｌ）（２２４ Ｒａ，ｎ ＝ ７）和９ ７５ ｄｐｍ ／（１００Ｌ）（２２６ Ｒａ，ｎ ＝
７）；外海海水的镭活度比河水的略高，平均为１１ ７８ ｄｐｍ ／（１００Ｌ）（２２４ Ｒａ，ｎ ＝ １０），９ ９０ ｄｐｍ ／（１００Ｌ）（２２６ Ｒａ，ｎ
＝ １０）；河口区水样的镭活度居中，有较大的变化范围，２２４ Ｒａ的活度范围是１７ １９ ～ ５４ １０ ｄｐｍ ／（１００Ｌ），平均
为２９ １４ ｄｐｍ ／（１００Ｌ）（ｎ ＝ ２７），２２６ Ｒａ的活度范围是１１ ７３ ～ ２６ １１ ｄｐｍ ／（１００Ｌ），平均为１９ ７５ ｄｐｍ ／（１００Ｌ）（ｎ
＝ ２７）；地下水的镭活度最高，这与地下水中镭同位素活度普遍较高的传统看法是一致的，相对而言潮间带地
下水的镭活度更高，这与潮间带地下水的盐度较高有关。地下水中２２４ Ｒａ的活度范围是１７ １０ ～ ２１５ ５６ ｄｐｍ ／
（１００Ｌ），平均为７５ ９２ ｄｐｍ ／（１００Ｌ）（ｎ ＝ １４），２２６ Ｒａ的活度范围是１８ ６９ ～ ６８ ０９ ｄｐｍ ／（１００Ｌ），平均为３７ ７１
ｄｐｍ ／（１００Ｌ）（ｎ ＝ １４）（表１）。

河流悬浮颗粒中镭的平均解吸活度为０ ２８ ｄｐｍ ／ ｇ（２２４ Ｒａ，ｎ ＝ ４）、０ １６ ｄｐｍ ／ ｇ（２２６ Ｒａ，ｎ ＝ ４）；沉积物再悬
浮颗粒中镭的平均解吸活度低于河流悬浮颗粒，平均为０ １７ ｄｐｍ ／ ｇ（２２４ Ｒａ，ｎ ＝ ５）、０ １３ ｄｐｍ ／ ｇ（２２６ Ｒａ，ｎ ＝ ５）
（表１），这是因为再悬浮颗粒可能多次被悬浮，其吸附的镭频繁地被解吸到河口水中，所以其每次悬浮的镭
解吸活度有所降低。此外，再悬浮颗粒本身处在咸水环境中，即使其不悬浮起来，也会将部分吸附的镭解吸
到间隙水或河口水中。

沉积物中２２４ Ｒａ的平均扩散通量为０ ９５ ｄｐｍ ／ ｍ２·ｈ（ｎ ＝ ６），略低于Ｂｅｃｋ等的实验结果１ １７ ｄｐｍ ／（ｍ２·
ｈ）［１４］，但要比Ｆｅｒｒａｒｉｎ等的实验结果３ ２０ ｄｐｍ ／（ｍ２·ｈ）［２２］小得多，这可能与Ｆｅｒｒａｒｉｎ等的培养样是泻湖的细
颗粒沉积物有关，根据实验，一般颗粒越细，镭扩散通量越大；２２６ Ｒａ的平均扩散通量为０ １１ ｄｐｍ ／（ｍ２·ｈ）
（２２４ Ｒａ，ｎ ＝ ６）。
３ ２　 地下水输入量

除了地下水输入项外，在获得河口水中镭的其它各个源汇项后，源项与汇项之间出现了较大的不平衡
（表２）。对于２２４ Ｒａ质量平衡模型，不平衡项占到总的镭输入通量的５６ ９％；对于２２６ Ｒａ质量平衡模型，不平
衡项占到总的镭输入通量的４１ ９％。这个不平衡项理应归属于地下水输入，即地下水输入河口区的镭通量
为１ ３９１亿ｄｐｍ ／ ｄ（２２４ Ｒａ）、６２２亿ｄｐｍ ／ ｄ（２２６ Ｒａ）。在６个源项中，河流、河流悬浮颗粒和沉积物扩散，它们输
入河口的镭通量均很小，只占总的镭通量的０ ９％ ～ １ ５％（２２４ Ｒａ）、０ ２％ ～ ２ ６％（２２６ Ｒａ），甚至可以忽略不
计。各源项对河口水总镭的贡献大小依次是地下水＞外海海水＞沉积物再悬浮颗粒＞河水＞河流悬浮颗粒＞
沉积物扩散。

利用河口区近岸地下水和潮间带地下水中镭活度的加权平均值（陆源地下淡水权重取０ １，再循环海水
权重取０ ９），即７５ ９２ ｄｐｍ ／（１００Ｌ）（２２４ Ｒａ，ｎ ＝ １４），３７ ７１ ｄｐｍ ／（１００Ｌ）（２２６ Ｒａ，ｎ ＝ １４），以及地下水输入的镭
通量，计算地下水输入量如下：

Ｆ ＳＧＤ ＝ ＩＳＧＤ ／ Ａ ｇｒｏｕｎｄ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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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Ｆ ＳＧＤ为地下水输入量，ｍ３ ／ ｄ；ＩＳＧＤ为地下水输入的镭通量，ｄｐｍ ／ ｄ，即河口水中镭通量的不平衡项；
Ａ ｇｒｏｕｎｄ为近岸地下水和潮间带地下水中的平均镭活度，ｄｐｍ ／ ｍ３。

表２　 ２２４ Ｒａ和２２６ Ｒａ质量平衡模型中各个源汇项的镭通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ａｄｉｕｍ ｆｌｕｘ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ｉｎｋ ｔｅｒｍ ｉｎ ２２４ Ｒａ ａｎｄ ２２６ Ｒａ ｍ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同位素 源项 汇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汇项总和
⑨

不平衡项
⑩

２２４ Ｒａ
镭通量／（１０１０ ｄｐｍ·ｄ － １） ０ ３６ ０ ２４ １ ３３ ０ ２２ ８ ３９ １３ ９１ ２ ５４ ２１ ９１ ２４ ４５ １３ ９１

百分比／ ％ １ ５ １ ０ ５ ４ ０ ９ ３４ ３ ５６ ９ １０ ４ ８９ ６ １００ ５６ ９

２２６ Ｒａ
镭通量／（１０１０ ｄｐｍ·ｄ － １） ０ ３９ ０ １４ １ ０２ ０ ０３ ７ ０５ ６ ２２ ０ １４ ８５ １４ ８５ ６ ２２

百分比／ ％ ２ ６ ０ ９ ６ ９ ０ ２ ４７ ５ ４１ ９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１ ９

　 注：①河流输入的镭；②河流悬浮颗粒解吸的镭；③沉积物再悬浮颗粒解吸的镭；④沉积物扩散的镭；⑤外海输入的镭；⑥地下水输入
的镭；⑦镭的衰变；⑧输出到外海的镭；⑨汇项总和；⑩质量不平衡项。

根据式（１１），计算得到九龙江河口区的地下水输入量为１ ８３亿ｍ３ ／ ｄ（２２４ Ｒａ质量平衡模型）、１ ６５亿ｍ３ ／
ｄ（２２６ Ｒａ质量平衡模型）。换算到河口区单位底面积上，那么地下水输入量为１ ８９ ｍ３ ／（ｍ２·ｄ）（２２４ Ｒａ质量平
衡模型）、１ ７０ ｍ３ ／（ｍ２·ｄ）（２２６ Ｒａ质量平衡模型）。该地下水输入量中包括再循环海水和陆源地下淡水，其
中绝大部分是再循环海水。再循环海水的动力主要是潮汐泵和波浪，而九龙江河口的潮汐泵和波浪都非常
强，最大潮差６ ４ ｍ，平均潮差４ ０ ｍ，最大波高１ ９ ｍ，平均波高０ ５ ｍ，这是九龙江河口产生很可观的再
循环海水的原因所在。

注意到两种模型得到的结果比较接近，说明计算结果较为可信。根据一些科学家在河口、海湾所做的研
究，再循环海水一般占总的地下水输入的７５％ ～ ９０％ ［１，１４，２３］。考虑到九龙江河口两岸的地下水类型主要是
基岩裂隙水，水量较贫乏，取总地下水输入的１０％作为陆源地下淡水，则陆源地下水的输入量约为０ １７亿
ｍ３ ／ ｄ，是河流径流量（０ ４０亿ｍ３ ／ ｄ）的４２ ５％。
３ ３　 地下淡水输入的营养盐

地下淡水中营养盐浓度有较大的时空变化，溶解无机氮（ＤＩＮ）的浓度是７１ ６ ～ ３３９ ６ μＭ，平均为（２７１ ０
± ４６ ６６）μＭ（ｎ ＝ ２０，Ｐ ＝ ９５％），溶解无机磷（ＤＩＰ）的浓度是１ ６ ～ ２１ ０ μＭ，平均为（１２ ７ ± ３ ７９）μＭ（ｎ ＝
２０，Ｐ ＝ ９５％），溶解无机硅（ＤＳｉ）的浓度是３０３ ２ ～ ４４４ ７ μＭ，平均为（４０８ ６ ± ２０ ３５）μＭ（ｎ ＝ ２０，Ｐ ＝ ９５％）。
平均Ｎ ／ Ｐ比率达到２１，大于１８，说明地下淡水有轻度污染［２４］。

用地下淡水输入量（０ １７亿ｍ３ ／ ｄ）乘以地下水中营养盐的平均浓度，得到地下淡水每天输入河口区的营
养盐通量分别为４６１万ｍｏｌ ／ ｄ（ＤＩＮ）、２２万ｍｏｌ ／ ｄ（ＤＩＰ）、６９４万ｍｏｌ ／ ｄ（ＤＳｉ）。在计算中，简单地认为地下水
中各营养盐在海岸带含水层的输送过程中其生物地球化学行为是保守的，没有考虑营养盐的地球化学演化，
因此，所获得的营养盐通量是个近似评价结果。与河流输入的无机溶解营养盐通量（ＤＩＮ为２０１２万ｍｏｌ ／
ｄ［２１］，ＤＩＰ为７７万ｍｏｌ ／ ｄ［２１］，ＤＳｉ为８９３万ｍｏｌ ／ ｄ［２５］）相比较，地下淡水输入的营养盐通量分别是河流输入的
２３％、２８％、７７％。可见，地下水输入是河口区营养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来源。

４　 结　 　 论
采用２２４ Ｒａ质量平衡模型和２２６ Ｒａ质量平衡模型评价九龙江河口区的地下水输入，通过分析计算各个源汇

项的镭通量，将镭通量的不平衡项归结为地下水的输入，获得九龙江河口区地下水输入量，两个模型的计算
结果非常接近，分别是１ ８３亿ｍ３ ／ ｄ和１ ６５亿ｍ３ ／ ｄ，是河流径流排泄量的４倍多。按照陆源地下淡水输入
量占总的地下水输入量的１０％考虑，计算获得陆源地下淡水输入的营养盐通量分别为４６１万ｍｏｌ ／ ｄ（ＤＩＮ）、
２２万ｍｏｌ ／ ｄ（ＤＩＰ）、６９４万ｍｏｌ ／ ｄ（ＤＳｉ），它们分别占河流输入的营养盐通量的２３％、２８％、７７％。结果表明，
九龙江河口的地下水输入量及其所输送的营养盐相当可观，所输入的营养盐将是海域富营养化的潜在影响因
素，在未来的河口环境管理中应引起重视。

３２１　 第１期 郭占荣，等：用镭同位素评价九龙江河口区的地下水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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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ＦＥＲＲＡＲＩＮ Ｃ，ＲＡＰＡＧＬＩＡ Ｊ，ＺＡＧＧＩＡ Ｌ，ｅｔ ａｌ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ａ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ｆｌｕｘ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Ｖｅｎｉｃｅ Ｌａｇｏｏｎ，Ｉｔａｌｙ［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８，１１２：１７９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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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ｉｕ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ＳＧＤ）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Ａｌｌ
ｌｉｋｅｌ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ｉｎｋ ｔｅｒｍ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ｒｍｓ ｆｏｒ Ｒａ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ｉｓ
ｃｈａｒｇｅ，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ｉｖｅｒｉｎｅ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ｕｂｔｉｄ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 ｆｒｏｍ ｏｐｅｎ ｓｅａ ａｎｄ ＳＧＤ． Ｒａ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ｃａｙ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ｅｂｂ ｔｉｄ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ｕｐ ｔｏ ４１． ９％ ｔｏ ５６． ９％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Ｒａ ｉｎｐｕ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ｔｏ ｂ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ａ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１． ６５ × １０８ ｔｏ １． ８３ × １０８ｍ３ ／ ｄ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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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ｓｈ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１０％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ｕｔｒｉ
ｅｎｔ ｆｌｕｘｅｓ ａｒｅ ４． ６１ × １０６ ｍｏｌ ／ ｄ ｆｏｒ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ＩＮ），０． ２２ × １０６ ｍｏｌ ／ ｄ ｆｏｒ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ＤＩＰ），ａｎｄ ６． ９４ × １０６ ｍｏｌ ／ ｄ ｆｏｒ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ＤＳｉ），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ｕ
ｔｒｉｅｎｔ ｆｌｕｘｅｓ ａｒｅ ２３％，２８％ ａｎｄ ７７％ ｏｆ ｔｈａ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ｒｉｖ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ｕｇ
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ｕ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Ｇ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ｓ ａｌｓ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ｂｙ ＳＧＤ ｃｏｕ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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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　 第１期 郭占荣，等：用镭同位素评价九龙江河口区的地下水输入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４０６７２１６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