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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高寒水源区完整水文过程规律研究还非常薄弱。应用同位素技术与水化学分析模拟方法来甄别高寒区
马粪沟流域不同景观带冰川、积雪、冻土、地表水、地下水和降雨等水体对出山径流的贡献组合与路径，旨在揭示
各景观带的水文过程。据端元混合模型计算，在湿季出山径流５２％来自地下水补给，其地下水主要是由冻土融水、
冰雪融水和降雨下渗转化形成；冰雪带融水占１１％；高山寒漠带和灌丛带地表径流占２０％；高山草原带约占９％；
降雨直接补给占８％。整个流域降雨很少直接产生地表径流，而是在各个景观带转化成壤中流或地下径流，然后汇
入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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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过程研究一直是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重点，示踪剂方法为研究径流组成来源，径流过程和路径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资料，为水文过程研究提供可靠有效的研究工具［１３］。稳定同位素（１８ Ｏ和Ｄ）与示踪剂（ｐＨ、
ＥＣ和化学离子）已被应用于揭示流域降水与河川径流的变化规律及地表与地下水的相互转换关系，确定流域
水的补给来源、特性及其组成，同时也被运用于水文过程的鉴别、径流路径、驻留时间和水文系统特点等研
究，还应用于研究降雨／雪、融水、湖泊、地形、蒸发等对流域水文过程的影响等方面［４６］。示踪方法在水循
环各环节定性和定量研究，各种水体成因及水循环机理等水文学问题取得了许多显著成果，同时在土壤水和
地下水的蒸发和降水入渗补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十分突出［７１０］。马粪沟流域为黑河流域的水源区，垂直带谱
多样，冰川、积雪、冻土均有分布，是研究高寒区水文水资源的重要区域。目前研究者在高寒区积雪消融与
径流、冰川和冻土水文过程等方面做了部分工作，在山区径流形成和变化特征以及模拟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长
足的进展。然而高寒源区完整水文过程规律研究还非常薄弱，冰川、积雪、冻土等对出山径流的影响还很模
糊［１１１３］。本文以不同景观带各种水体为研究对象，运用同位素和水化学示踪，将冻土、冰川、积雪、降雨、
地下水和地表水纳入一个完整的水文循环系统，研究出山径流来源与各组分贡献，揭示不同景观带水文过程
和产汇流机制，为流域水资源评价管理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马粪沟流域位于中国青海省祁连县祁连山区，地理位置处于３８°１２′１４″Ｎ ～ ３８°１６′２３″Ｎ，９９°５０′３７″Ｅ ～ ９９°

５３′５４″Ｅ之间，祁连山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流域面积２２ ５ ｋｍ２，为黑河水源区。海拔范围为２ ９６０ ～
４ ８２０ ｍ，海拔跨度１ ８６０ ｍ。属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大，高寒，多年平均气温－ ３ １℃ ～ ３ ６℃，降水相对
充沛，降水主要集中于７ ～ ９月份。流域内植被垂直分带明显，典型景观带主要有冰川、积雪、冻土、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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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丛、沼泽化草甸和草原等。研究区属于晚近地质构造运动的强烈隆升区，由于山地强烈上升，岩层备受风
化剥蚀。受构造和降水控制，沟谷切割剧烈，山势陡峭，构造裂隙十分发育，水文网密集，导水性强，易于
产汇流。马粪沟流域在黑河源区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是一个理想的寒旱区科学研究流域。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样品采集与现场测定

项目组于２００８年９月～ ２０１０年９月两个水文年，在马粪沟流域不同景观带进行野外考察和冰川、积雪、
冻土、土壤水、降水、河水和地下水等的样品采集。同时在采样现场用ＹＳＩ６３手持式电导仪进行了ｐＨ值、
电导率、盐度和水温的测定。在研究区共采集样品２６５组，所有样品用ｐａｒａｆｉｌｍ密封，带回实验室，置于
４℃环境保存至实验分析。采样点分布位置见图１。
２ ２　 实验室测定

用样品同位素比值与标准样品同位素比值的千分偏差值（δ）来表示元素的同位素含量。Ｒ ｓ 和Ｒ ｓｎ分别为
样品与标准样品中重轻同位素含量比值，采用ＶＳＭＯＷ作为标准样。δＤ或者δ１８ Ｏ ＝ （Ｒ ｓ ／ Ｒ ｓｎ － １）× １０ － ３ ×
１０００。样品的同位素与水化学测定均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生态水文与流域科学重点实验
室完成，用ＥｕｒｏＰｙｒＯＨ３０００元素分析仪与Ｉｓｏｐｒｉｍｅ质谱仪经高温裂解及还原炉反应后在线测定δＤ和δ１８ Ｏ
值。采集的土壤水和冻土水用低温真空蒸馏法提取。每个样品重复测定６次。测定结果用ＶＳＭＯＷ标准校
正。δＤ和δ１８ Ｏ测量精度分别小于± １ × １０ － ３和± ０ ２ × １０ － ３。样品在采集后１个月内完成水化学测定。Ｋ ＋、
Ｎａ ＋、Ｃａ２ ＋、Ｍｇ２ ＋等阳离子使用ＰＥ２３８０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ＳＯ２ －４ 、Ｆ －、Ｃｌ －和ＮＯ －３ 阴离子使用Ｄｉ
ｏｎｅｘ１００离子色谱仪测定。ＨＣＯ －３ 离子浓度在现场或者采集后２４ ｈ内采用稀硫酸甲基橙滴定方法测定，测
定精度误差为± ３％。

图１　 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３　 结果与讨论
冰川积雪带海拔范围为４ ２００ ～ ４ ８２０ ｍ，占流域总面积的９ ５９％，冰川积雪带为开启的水文地质构造，

冰川、冰缘地貌发育，地形切割强烈，岩层裂隙发育，山势高峻。高山寒漠带上接冰川积雪带，下接高山灌
丛带，海拔范围为３ ７００ ～ ４ ２００ ｍ，占流域总面积的５０ ０６％，生态环境恶劣，人迹罕见，土壤类型多为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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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漠土和寒冻土，气候寒冷，为流域降水高值区并多为固态，植被稀疏，有零星分布的低等冷生植被。地表
组成包括裸土区、石质戈壁区等，地貌类型为冰缘地貌，颗粒粗、土壤薄有利于冰雪融水和降水下渗。高山
灌丛带为草原带与高山寒漠带的过渡地带，海拔范围为３１００ ～ ３５５０ｍ，占流域总面积的１９ １８％，由于坡度
较陡，而且土壤疏松，孔隙度高，具有较强的透水性，使灌丛带降雨基本不产生地表径流。高山草原带处于
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地区，海拔范围为２ ９６０ ～ ３ １００ ｍ，占流域总面积的２１ １７％，地表为密集的草本植被覆
盖，植被盖度８５％以上，植被高度一般低于２０ ｃｍ，阻碍了地表径流的产生，使降雨下渗到土壤。
３ １　 各景观带水化学过程与离子来源分析

水化学示踪是一种有效的示踪工具，不同径流路径会导致不同的水化学特点，水化学离子浓度反映了径
流路径中水岩作用。冰雪带主导阳离子是Ｃａ２ ＋，占总阳离子的摩尔比例８０％。主导阴离子是ＨＣＯ －３ ，占总
阴离子的８７％。图２显示主要阳离子相对含量的离子顺序为：Ｃａ２ ＋ ＞ Ｍｇ２ ＋ ＞ Ｎａ ＋ ＞ Ｋ ＋，阴离子顺序为：
ＨＣＯ －３ ＞ ＳＯ

２ －
４ ＞ ＮＯ

－
３ ＞ Ｃｌ

－。冰雪带的水化学类型为ＣａＨＣＯ３ 型。在图２中，冰川带水样阴离子均落在
ＨＣＯ －３ 组分一端，阳离子均落在Ｃａ２ ＋一端，属于纯碳酸盐岩石溶解。高山寒漠带地貌类型多为岩屑堆和岩
屑坡，冻裂风化作用最为显著。寒漠带地表水的Ｍｇ２ ＋含量占总阳离子的５９％，是最强的阳离子。ＳＯ２ －４ 是最
强的阴离子，占总阴离子的８５％。水化学类型为ＭｇＣａＳＯ４ 型。ＳＯ２ －４ 浓度高而ＨＣＯ －３ 浓度低，说明水岩作
用是以石膏和白云石溶解为主导。高山灌丛带的地表径流中ＳＯ２ －４ 是最强阴离子，占总阴离子的６５％。为

图２　 各种水样三角图水化学分析
　 Ｆｉｇ ２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ａＭｇＳＯ４ 型水。图２中（Ｃａ２ ＋ ＋ Ｍｇ２ ＋）大约占总阳离
子的８５％。ＨＣＯ －３ 占总阴离子的８２％，地下水化学类
型为ＣａＭｇＨＣＯ３ 型，这些表明离子主要来自白云石风
化溶解，据此推断此带地表水是高山寒漠带和高山灌丛
带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混合水。高山草原带地表径流
（Ｃａ２ ＋ ＋ Ｎａ ＋ ）含量占总阳离子的９０％，其中Ｃａ２ ＋ 占
４６％，Ｎａ ＋占４４％。ＳＯ２ －４ 是最强的阴离子，水化学类
型为ＣａＮａＳＯ４ 型。ＳＯ２ －４ 浓度较高，ＨＣＯ３ 较低，推断
离子主要源自硫酸盐和钠盐的溶解，Ｎａ ＋来源于硅酸盐
的风化产物和蒸发岩矿物，Ｃａ２ ＋和Ｍｇ２ ＋主要是以硫酸
盐的形式融入水体。出山口河水中（Ｃａ２ ＋ ＋ Ｍｇ２ ＋）占总
阳离子的８７％，Ｃａ２ ＋ 是主导阳离子，占总阳离子的
６３％，Ｍｇ２ ＋占２４％。ＨＣＯ －３ 是主导阴离子，占阴离子
总量的７４％。水化学类型为ＣａＭｇＳＯ４ ＨＣＯ３ 型，说明
混合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水源。ＨＣＯ －３ 含量相对较多，而

ＳＯ２ －４ 相对较少，这说明马粪沟河水水样是由碳酸盐和硫酸盐风化溶解形成，进一步推断马粪沟出山口河水
是由不同景观带来水混合形成。

以离子缔合水模型为基础的ＰＨＲＥＥＱＣ软件可用来模拟化学反应和转移过程，揭示不同路径水岩相互作
用过程，描述反应种类和矿物溶解沉淀量。此模拟法能有效地研究流域径流不同路径。饱和指数（ＩＳ）的表达
式为

ＩＳ ＝ ｌｇ（Ｐ ＩＡ ／ Ｋ ＳＴ） （１）
式中　 Ｐ ＩＡ为离子活度积；Ｋ ＳＴ为热力学平衡常数。

利用ＰＨＲＥＥＱＣ对矿物饱和指数进行了计算，结果见表１，高山灌丛带地下水（Ｓ０９１）的文石、方解石和
白云石过饱和，沉淀析出。硬石膏、石膏、萤石和岩盐欠饱和溶解。寒漠带地下水中硬石膏、石膏、文石、
白云石、萤石和岩盐欠饱和溶解。运用ＰＨＲＥＥＱＣ进行水文地球化学系统反向模拟，模拟结果见表２。可以
发现，沿路径（Ｇ０９０６→Ｓ０９１）的水化学过程包括白云石、文石、方解石和岩盐的溶解，径流由冰雪带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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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丛带。路径（Ｇ０９０６→Ｃ０９１）是由冰雪带流向寒漠带，指示硬石膏、白云石、石膏和岩盐溶解，方解石沉
淀析出。主要的水文路径（Ｃ０９１→Ｓ０９１），是地下径流从寒漠带流向灌丛带，指示方解石、萤石和岩盐是
主要的水文地球化学过程。

表１　 研究区地下水主要矿物饱和指数模拟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Ｍａｆｅｎｇｏｕ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样点 ＩＳ （硬石膏） ＩＳ （文石） ＩＳ （方解石） ＣＯ２ ＩＳ （白云石） ＩＳ （萤石） ＩＳ （石膏） ＩＳ （岩盐）
Ｇ０９０６ － ３ ５７ － ０ ８１ － ０ ６６ － １ ８２ － １ ８９ － ３ ８４ － ３ ３５ － １１ ００
Ｃ０９１ － ２ ９６ － １ １１ － ０ ９７ － １ ９２ － １ ９５ － ３ ９０ － ２ ７４ － １０ ４７
Ｓ０９１ － ２ ９６ ０ ３１ ０ ４７ － ３ ９３ ０ ５５ － ３ ５６ － ２ ７０ － １０ ４８
Ｃ０９１１ － ３ ２６ － １ ２５ － １ １１ － １ ９７ － ２ １５ － ４ ４３ － ３ ０４ － １０ ９６
ＳＰ０９６ － １ ９４ ０ ７０ ０ ８６ － ３ ４２ １ ４７ － ３ ０８ － １ ６９ － ９ ０７

　 注：ＩＳ ＜ ０，表示溶解；ＩＳ ＞ ０，表示沉淀析出。

表２　 不同路径演化趋势的反向模拟结果 ｍｍｏｌ ／ ｋｇ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ｈｓ

路径 硬石膏 文石 方解石 白云石 萤石 石膏 岩盐
Ｇ０９０６→Ｓ０９１ ２ ２８１ × １０ － ５ ２ １６５ × １０ － ４ ３ ６４６ × １０ － ５ １ ３７５ × １０ － ５

Ｇ０９０６→Ｃ０９１ ８ １１６ × １０ － ５ － ３ ５７４ × １０ － ４ ３ ５０６ × １０ － ４ ９ ２４３ × １０ － ５ ７ ９３６ × １０ － ６

Ｃ０９１→Ｓ０９１ ３ ２９７ × １０ － ４ ６ ３５９ × １０ － ７ ９ ０８９ × １０ － ６

　 注：正值表示溶解；负值表示沉淀或析出。

３ ２　 同位素分析
马粪沟流域降水的δ１８ Ｏ和δＤ范围是： － ２４ ４８ × １０ － ３ ～ ６ １２ × １０ － ３， － １７２ ６ × １０ － ３ ～ ６３ ６６ × １０ － ３，这

种较大差异性说明高寒区的气候极端性和水汽来源的复杂性。根据降水δＤ和δ１８ Ｏ值，求出局地降水线方程
为δＤ ＝ ８ ４５δ１８ Ｏ ＋ ２１ ９，Ｒ２ ＝ ０ ９９，与全球降水线相比，斜率与截距均偏大（图３），说明研究区地处高寒山
区，受局部气候环境影响较大，受连续降雨影响，雨水凝结时存在一定的同位素动力分馏效应。

由图３得知，冻土处于当地降水线下方，均受到蒸发效应的影响。其中深层冻土位于左下方，受弱蒸发
影响，而上层冻土处于降水线右下方，δ１８ Ｏ和δＤ含量较高，受到强蒸发影响。不同带的深层冻土与冰川，
积雪样聚集，它们之间有一定水力联系，深层冻土δＤ与δ１８ Ｏ偏负是因为δＤ与δ１８ Ｏ较低的冰雪融水下渗到
冻土层。深层冻土都位于降水线下，稍微偏离降水线，可推断深层冻土来自冰雪融水补给，且受到蒸发影
响。各个景观带的上层土壤水与其地表径流相近，而比下层冻土相对富集δ１８ Ｏ和δＤ，说明各个景观带地表
径流接受冻土融水补给，上层冻土融化且受到蒸发影响。寒漠带与灌丛带上层土壤和深层冻土的同位素含量
与冰雪融水接近，且处于当地降水线上，可推断主要来自冰雪融水和降雨补给。寒漠带与灌丛带的地下水相
对冰雪和冻土富集同位素，说明在接受补给时，受到蒸发影响。这种现象符合降水－地表径流－土壤水－地
下水的转化途径，在循环过程中水体中δＤ与δ１８ Ｏ在蒸发作用下不断富集，并向地下水入渗，使得地下水
δＤ和δ１８ Ｏ含量相对富集。

冰川的δ１８ Ｏ和δＤ范围为－ １１ ２６ × １０ － ３ ～ － １４ ４２ × １０ － ３， － ７２ × １０ － ３ ～ － １０２ × １０ － ３，积雪的δ１８ Ｏ和
δＤ变化范围为－ １５ １１ × １０ － ３ ～ － ２０ １３ × １０ － ３， － ９７ ９８ × １０ － ３ ～ － １５２ １２ × １０ － ３。冰川积雪的同位素组成
普遍要偏低，低于雨水中的稳定同位素含量。积雪处于当地降水线以上，其δ１８ Ｏ和δＤ相对于其它各种水样
偏负。冰川处于当地降水线左下方，稍微偏离当地降水线，受到弱蒸发影响，比积雪相对富集δ１８ Ｏ和δＤ。
不同景观带的水都位于当地降水线附近，表明均接受降雨补给，且受蒸发影响。马粪沟河水与夏季降雨相比
相对贫Ｄ和１８ Ｏ，这是冰雪融水成因河水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河流接受偏负的融水补给。高山草原带地表径
流严重偏离当地降水线，受强蒸发影响，严重富集同位素δ１８ Ｏ和δＤ。图３显示草原带的地表径流和浅层冻
土有密切的水力联系，接受冻土融水补给，且受到强蒸发影响。河水的δＤ和δ１８ Ｏ值普遍偏负，绝大多数都
在－ ８ × １０ － ３和－ ４５ × １０ － ３以下，倘若河水来自降雨直接补给，则其同位素组成应明显地接近大气降水的同
位素组成，但马粪沟河水出现低于当地降水同位素组成的情况，落在当地降水线以上且稍微偏离，比降水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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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这是因为高寒山区冰雪融水与降雨的δＤ和δ１８ Ｏ相对偏负，冰雪融水和降雨下渗转换成地下径流，
补给河水，导致河水δＤ和δ１８ Ｏ较低，说明河水主要由高寒山区的降雨和融水补给。如图４所示，各景观带
水同位素组成几乎都没有落在任何两端元的连线上，而是落在由降雨、冻土融水和冰雪融水３个端元贯穿的
三角形区域内，反映了混合补给的特征。由图３和图４得知，马粪沟出山口河水、灌丛带来水、寒漠带来
水、地下水、冻土和冰雪之间存在相互补给排泄关系，说明马粪沟河水是由多种水源混合补给，而且在不同
地段，其补给源不同。
３ ３　 不同景观带水文过程

冰雪带冰雪融水一部分形成地表径流，一部分通过下渗运动进入岩石裂隙，补给基岩裂隙水，形成地下
径流。地下水径流流经高山寒漠带，在高山寒漠带位置较低的岩石裂隙中渗出，在灌丛带以泉水形式排泄，
汇入河道，形成山区河水。高山寒漠带地表组成为石质戈壁和砾石层，入渗率高，利于冰雪融水和降水渗入
下部，形成地下径流补给河水，是寒区流域的主要径流形成区。地表砾石在不同降雨强度下，都有增加入渗，
减小径流的作用。高山灌丛带土壤疏松，土壤为粗颗粒状，孔隙度高，具有较强的透水性，使降雨基本不产
生地表径流，而是下渗转化成地下径流，然后在切割深度大的地方汇入河道，对流域径流具有较多贡献。高
山灌丛带地下水流量最大，是出山径流的主要补给源，地下水补给主要为冰雪融水和降水入渗形成地下径流
流经寒漠带补给。高山草原带通过密集的植被覆盖，吸纳降水，增加入渗，从而在数量上减少地表径流的形
成，在时空上滞后了雨季降水的汇集。因此在高山草甸带很少出现地表径流。流域季节性冻土作为贮水层，
可以滞留部分夏季降雨和冬季降雪，提高流域蓄水量。随着活动层的加深，储藏的冻结水会被释放，从而补
给径流。

图３　 研究区不同水体的δＤ和δ１８ Ｏ组成
Ｆｉｇ ３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

图４　 研究区各种水样的氘盈余和１８ Ｏ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Ｐｌｏｔ ｏｆ ｄｅｘｃｅｓｓ ｖｓ １８ Ｏ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３ ４　 出山径流贡献组合
氘过量参数ｄ，即氘盈余，被定义为：ｄ ＝ δＤ － ８δ１８ Ｏ［１４］，可以揭示降水的水汽来源及其水循环方式的

时空变化，也是同位素水文学与水文地质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参数。图４显示降雨的氘盈余参数ｄ值为１２ ×
１０ － ３ ～ ２３ × １０ － ３，出山口河水平均值为１８ ５ × １０ － ３，高山草原带为１６ ７ × １０ － ３，高山寒漠带为２１ × １０ － ３，
高山灌丛带为２０ ７ × １０ － ３，其ｄ值都偏高，且变化幅度很大，这主要是由于流域地处高寒山区，水汽来源
地的蒸发状况和降水条件的复杂性所引起，降水云气形成过程中气、液两相同位素分馏不平衡的程度偏大。
马粪沟流域局地水体在空气相对湿度非常低的背景下，强烈蒸发形成局地水循环，致使该区出现一些极高的
ｄ值。用氘盈余参数混合模型来进行水文过程的研究，它是通过计算δＤ与δ１８ Ｏ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估各水
源组分的相对贡献。氘盈余混合模型为

Ｃ１ ＝ （ｄ２ － ｄ ｔ）／（ｄ２ － ｄ１）× １００ （２）
式中　 Ｃ１ 为来自某一径流组分的贡献比例；ｄ ｔ 为总径流的氘盈余值；ｄ１ 和ｄ２ 分别为各径流组分的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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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
综合应用氘盈余参数混合模型来计算混合系数，结果如下：在湿季，高山寒漠带与高山灌丛草甸带的地

下水是马粪沟流域出山径流的最大贡献者，约占５１％；冰雪带的地表径流占１２％；高山寒漠带与高山灌丛
草甸带的地表径流占２０％；高山草原带的贡献为９％；出山径流只有８％来自降雨直接补给河道。地下水主
要由冰雪带、高山寒漠带与高山灌丛带的冰雪融水、冻土融水和降雨补给，出山径流主要接受冰雪融水、冻
土融水和降雨的混合补给。

４　 结　 　 论
马粪沟流域出山径流为冰川融水、冻土融水、地下水和降雨混合补给。高山寒漠带和灌丛草甸带地下水

占５１％，冰雪带地表径流占１２％，寒漠带与灌丛带地表径流占２０％，降雨直接补给河道占８％，高山草原
带补给占９％。整个马粪沟流域各种水资源以不同形式补给出山径流，出山径流主要由冰雪融水、冻土融
水、降雨和地下水混合补给。流域内降雨很少产生地表径流和直接补给河流，而是经过各景观带下渗，转换
成壤中流、裂隙空隙水或地下径流，最终汇入河道，完成了“径流补给径流排泄”的水文循环过程，流
域各景观带在流域产汇流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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