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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弄清阿拉善沙漠湿沙层的水分来源， 在该地区进行了人工模拟降水入渗的示踪试验。 模拟单次降水量为

５９ ｍｍ， 观察剖面最大入渗深度仅为 ４６ ｃｍ， 这一结果表明该地区的降水几乎不能通过沙层入渗到地下水中。 对 ４
个沙丘湿沙层剖面中不同深度的含水率、 Ｃｌ－、 δＤ 与 δ１８Ｏ 进行了分析， 数据显示在蒸发能力极强的阿拉善地区，
地下水是以薄膜水的形式， 通过蒸发、 凝结向地表运动， 最终蒸发排泄。 泉水、 井水、 湖水与土壤水中的同位素特

征表明具有相同的补给源， 均来自于地下水。 推断横穿阿拉善地块的杂多⁃雅布赖断裂带与狼山⁃日喀则断裂带中可

能存在地下水深循环通道， 青藏高原河流、 湖泊的渗漏水可能是阿拉善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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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及其周边地区的沙漠中普遍存在湖泊与沙山， 尤其是巴丹吉林沙漠， 因其腹地沙山高大、 湖泊众

多而备受关注。 沙漠群腹地分布着数百个湖泊， 其中不乏淡水湖和常年涌水的自流井， 关于沙漠湖泊水来源

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目前对阿拉善沙漠地下水的来源有 ４ 种不同认识： ① 当地降水

的补给［１⁃３］； ② 祁连山 ／青藏高原的河流与湖泊的渗漏水通过深大断裂带补给到沙漠［４⁃７］； ③ 冰期时代的残

留水［８］； ④ 雅布赖山区的降水入渗补给［９⁃１１］。
阿拉善高原地下水补给源存在分歧的关键原因在于缺少对非饱和土壤水运动的研究。 根据沙漠地区水量

平衡概念模型， 得到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以及沙漠储水的观点并非真实的试验结果。 在大气水、 地表水、 土

壤水和地下水之间的转化过程中， 土壤水运动属于 “黑箱子” 系统。 所以， 降水入渗过程与湿沙层薄膜水

的运动研究成为揭示阿拉善沙漠地下水来源的关键科学问题。

１　 阿拉善沙漠地区水文地质概况

阿拉善高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 北大山以北， 西起马鬃山， 东到贺兰山， 北接蒙古， 平均海拔高度

为 ９００～１ ４００ ｍ， 面积约 ２７ 万 ｋｍ２， 其中分布着三大沙漠： 巴丹吉林沙漠、 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 约

占总面积的 １ ／ ３。 库布齐沙漠位于鄂尔多斯盆地， 紧邻阿拉善沙漠， 黄河从乌兰布和沙漠与库布齐沙漠之间

穿过。 阿拉善地块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克拉通， 地块内部有多条宽度大于 １００ ｋｍ 的近东西向的断裂带， 晚

第四纪以来表现出左旋走滑活动的特点［１２］。 地块中部的杂多⁃雅布赖断裂带与狼山⁃日喀则断裂带将阿拉善高

原分为东西两部分， 两大断裂带穿过河西走廊、 祁连山、 柴达木盆地延伸到青藏高原腹地［１３⁃１４］， 断裂带经

过的地带是泉水溢出区， 地下水位偏高， 形成了地下分水岭。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阿拉善高原的西部， 总面积约为 ４９ ２００ ｋｍ２， 年均温 ７～８°Ｃ， １ 月平均温度为－１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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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月平均温度为 ２６°Ｃ， 年降水量仅 ４０ ～ ８０ ｍｍ， 集中在 ５ ～ ９ 月份， 且自东向西逐渐减少， 年蒸发能力高达

４ ０００ ｍｍ； 腾格里沙漠位于阿拉善高原南部， 年平均温度约 ７ ７°Ｃ， 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１４０ ｍｍ， 年蒸发能力

约 ３ ０００ ｍｍ； 乌兰布和沙漠在阿拉善高原的东部， 库布齐沙漠邻近乌兰布和沙漠， 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脊线的

北部， 西、 北、 东三面均以黄河为界， 降水量略高于巴丹吉林沙漠地区， 约为 １５０ ｍｍ。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区域及采样点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４ 个沙漠地区存在众多的自流井和人工开挖的小湖泊， 具有丰富的地下水。 温图高勒的自流井保持着常

年涌水， 沙漠腹地湖泊水观测显示有些湖水总溶解固体（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Ｓｏｌｉｄｓ， ＴＤＳ）超过 １０ ｇ ／ Ｌ， 但湖心钙

华中涌出的泉水为淡水（ＴＤＳ 小于 １ ｇ ／ Ｌ） ［６］。 沙漠湖泊和地下水位全年呈周期性变化， 且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 地下水具有承压性质， 湖泊的水位夏季呈现低水位， 冬季呈现出高水位［１５］， 与降水量是负相关的关系，
这表明湖泊与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不可能是当地降水。 在封闭的湖泊中， 蒸发是排泄的唯一方式， 夏季湖泊

与地下水位下降表明， 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 冬季降水、 降雪对地下水补给较少， 水位上升表明湖泊与地

下水接受外源水的补给。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年黑河流域的降水事件中≤５ ｍｍ 的降水占全年降水事件的 ８２％［１６］， ≤５ ｍｍ 的降水很快被

蒸发， 不可能入渗到地下水中， 这已经成为共识。 １９６０—２０１１ 年期间， 有 ２４ 年的单日降水量＜２０ ｍｍ； 另外

的 ２８ 年中， 日降水量≥２０ ｍｍ 的现象仅 １～３ 次， 目前争议的焦点是强降雨是否能够渗入到地下水中。

２　 沙漠地区降水入渗试验

阿拉善沙漠表面都存在 ２０～４０ ｃｍ 的干沙层， 干沙层之下是质量含水率大于 ２％的湿沙层［６］。 有学者认

为沙层具有良好的渗透性， 暴雨形成的降水可以储存到地下水中［１７］。 为了验证在极端暴雨情况下降水能否

渗透补给沙漠地下水， 在巴丹吉林沙漠西北区黑城附近进行人工模拟降水试验。
将流动沙丘顶部平坦区域围成 １ ｍ×１ ｍ 的入渗试验区， 如图 ２（ａ）所示， 向框内均匀注水 ３０ ｍｉｎ， 水量

为 １００ Ｌ。 ２ ｈ 后， 观察发现降水入渗在沙层中存在侧向流动， 锯齿状不规则轮廓表明存在优先流， 见图

２（ｂ）。 开挖侧面呈现超出了注水边界的湿沙层， 见图 ２（ ｃ）、 图 ２（ｄ）， 入渗影响面积扩大， 约为 １ ３ ｍ×
１ ３ ｍ， 由此推算人工模拟平均降水量为 ５９ ｍｍ， 远远超过沙漠地区单次最大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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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巴丹吉林沙漠人工模拟降雨入渗试验（单位： ｃｍ）
Ｆｉｇ 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ａｄａｉｎ Ｊａｒａｎ Ｄｅｓｅｒｔ

降水首先入渗到干沙层中， 由于沙粒表面电荷的吸引作用， 入渗降水被吸附在土颗粒的表面并形成薄膜

水层。 只有当干沙层的含水量达到最大持水量， 水分子才能克服土颗粒表面电荷的吸引力成为重力水， 从而

继续入渗到湿沙层中。 降水量必须满足沙层的含水率达到最大持水量的要求， 降水才能入渗到地下水。 沙层

最大持水量的质量含水率约 ５％， 所以， 模拟降水入渗深度已经接近极限值， 土壤水不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

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渗。 模拟试验结果表明， 沙漠中的暴雨不可能补给地下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腾格里沙漠腹地经历了一次较大的降水， 降水量达到 ２５ ｍｍ。 降水结束 ４ ｈ 后， 笔者在大约

６０ ｃｍ 深处挖出了地下水， 水坑附近沙剖面下部呈现干沙层， 如图 ３（ ａ）所示； 干湿沙层分界明显， 见图

３（ｂ）放大图。 ２４ ｈ 之后， 地表经过蒸发作用出现很薄的干沙层， 但是降水形成的湿沙层的厚度仍然保持在

２０ ｃｍ以内， 湿沙层下部干沙层的含水率接近于 ０， 参见图 ３（ｃ）。 ２００３ 年笔者同样观察到 １０ ５ ｍｍ 暴雨， 在

地表以下形成了 １３ ｃｍ 厚的湿沙层［６］； 顾慰祖等［１８］ 利用能量平衡方法得出了蒸发水量大于凝结水量， 从而

得出湿沙层的水分来自于地下水。 天然降水入渗观测试验表明， 降水不能补给到地下水中。

图 ３　 腾格里沙漠自然降雨入渗沙层后剖面的含水率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ｄ ｌａｙｅｒ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ｎｇｇｅｒ Ｄｅｓ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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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腹地的降水主要以脉冲形式为主， 一般在 １～２ ｈ 内结束， ９０％的日降水量皆在 ５ ｍｍ 以下， ２０１０ 年

只出现 ２ 次日降水量大于 ２０ ｍｍ 的降水过程， 两个站观测到的降水分别为 ２３ ８ ｍｍ 和 ２５ ７ ｍｍ（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２ ４ ｍｍ 和 ２５ ２ ｍｍ（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１９］。 最大降水量不到模拟降水量的 １ ／ ２， 而且两次较大降

水间隔了 １２０ ｄ， 期间正值高温， 渗入沙层的前次降水大部分都被蒸发了。 ２０１２ 年阿拉善右旗等地发生洪

水， 造成道路冲毁、 人员伤亡的灾害， 但最大的降水量没有超过 ３０ ｍｍ。 暴雨过后， 笔者对巴丹吉林沙漠腹

地进行了考察， 沙漠地区没有出现地表径流， 沙丘剖面观察到降水入渗深度在 ２０ ｃｍ 左右， 与人工降水模拟

试验的结果相同。 所以， 推断暴雨能入渗地下水的假说并不成立。

３　 地下水与湖泊水来源的同位素分析

利用同位素示踪原理， 通过分析地下水与降水之间的１８Ｏ、 Ｄ 等同位素关系， 理论上可以确定阿拉善地

下水补给源区降水的特征， 从而确定补给源区。

图 ４　 阿拉善周边张掖、 银川、 兰州多年降水中

δＤ、 δ１８Ｏ 按月分布

Ｆｉｇ 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δＤ， δ１８Ｏ ｆｒｏｍ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ｘａ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Ｚｈａｎｇｙｅ，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由于阿拉善腹地缺少连续的同位素监测站， 分析时

参照阿拉善周边张掖、 银川与兰州 ３ 个站多年测定的数

据（ＩＡＥＡ 网站）。 ３ 个地区降水中 δ１８Ｏ、 δＤ 加权平均值

较为接近， 且具有相同的变化特征， 即夏季同位素富集，
冬季同位素贫化， 如图 ４ 所示。 由于阿拉善地势较为平

坦， 区内不存在阻挡气流运动的大型山脉， 阿拉善周边

的大气降水与沙漠腹地基本上都受到同一种环流的影响，
降水中的同位素差异较小， 所以， ３ 个站多年降水 δＤ 与

δ１８Ｏ 按月的加权平均值变化可以作为阿拉善地区的大气

降水的参考值。
采集 ４ 个沙漠腹地的井水、 泉水、 湖水和剖面土样，

采样点分布见图 １。 测定水样的 δ１８Ｏ、 δＤ 等值， 分层采

取的剖面土样测定质量含水率， 经真空抽取获得土壤水，
测定其 δ１８Ｏ、 δＤ 和 Ｃｌ－ 等， 并绘制 δ１８Ｏ ～ δＤ 关系图和

δ１８Ｏ、 δＤ、 Ｃｌ－和含水率随深度变化图， 进行对比分析，
其中当地降水 δ１８ Ｏ、 δＤ 为 ３ 个地区降水加权平均值

（－４ ８‰、 －３２ ４‰）。
３ １　 阿拉善地区降水、 井水、 泉水、 湖水和土壤水的１８Ｏ、 Ｄ 同位素关系分析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４ 个沙漠的泉水和井水的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落在相同的区域， 大部分点位于全球大气

降雨线（ＧＭＷＬ）下方， 泉水与井水的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都是沿着同一条蒸发线（ＥＬ１）分布， 泉水比井水贫化。
沙漠腹地土壤水的 δ１８Ｏ、 δＤ 主要也分布在 ＥＬ１附近， 除土壤表层的 ３ 个点受到降水的影响外， ５０ ｃｍ 以下的

土壤水与地下水的关系密切， 而受降水影响甚小。 分析同位素关系可以确定， 土壤水主要来自地下水。
阿拉善周边降水加权平均值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比地下水明显富集， 当地降水受到蒸发后， 剩余水将沿着

ＥＬ２（虚线）分布。 降水在入渗过程中， 受到蒸发或发生水岩相互作用， 均会造成水中的１８Ｏ、 Ｄ 富集。 如果地

下水来源于当地降水， 那么 ＥＬ１应该与 ＥＬ２重合或者在 ＥＬ２之上。 图 ５ 中地下水蒸发线（ＥＬ１）与降水蒸发线

（ＥＬ２）的差异表明， 地下水的补给源不可能是当地的降水。 由于地下水是沿着 ＥＬ１分布， 这表明地下水在补

给源区入渗地下之前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蒸发。 根据地下水受到蒸发的程度推测， 它们的来源可能是湖泊或

河流的渗漏， 靠近 ＧＭＷＬ 点的蒸发程度小， 推断可能是来自河流的渗漏， 而蒸发程度较大的点来自湖泊的

渗漏。
沙漠地区湖水受到蒸发沿着 ＥＬ１分布， 大部分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落在 ＥＬ１之上， 其他落在 ＥＬ１附近， 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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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阿拉善地区降水、 井水、 泉水、 湖水和剖面含水的 δ１８Ｏ～δＤ 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δＤ， δ１８Ｏ ｉ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ｓ， ｓｐｒｉｎｇｓ， ｌａｋｅｓ， ｓ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ｗａｔｅｒ

的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明显偏离 ＧＭＷＬ， 分布区域与井水、 泉水区域有重叠。 通过比较湖水与地下水的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可以得出， 湖水的主要补给源应该是地下水。 湖水采样时间在 ８ ～ ９ 月份， 降水的 δ１８Ｏ、 δＤ 值最

为富集， 降水补给湖泊后对湖水的同位素产生了影响， 使大部分湖水的 δ１８Ｏ～δＤ 关系点落在了 ＥＬ１之上。
３ ２　 阿拉善地区土壤水同位素及水化学分析

图 ６（ａ）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诺尔图， 采样时间是下午（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０ ～ ２０ ｃｍ 为含水率很低的干沙，
２０ ｃｍ 以下是湿沙层， ０～５０ ｃｍ 的平均质量含水率为 １ ３９％， Ｃｌ－浓度较高， 为 １５４ ｍｇ ／ Ｌ。 沙层水中的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都落在了 ＥＬ１之下偏正， 参见图 ５， 地表以下 ５０～１００ ｃｍ 含水率大而 Ｃｌ－浓度低， 表明沙层水来自

于地下水， 地下水通过薄膜水形式向上运移的过程中受到了蒸发作用， 蒸发水汽在地表附近遇到低温形成凝

结水， 凝结水具有低盐度特征。
图 ６（ｂ）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乌海子旁边， 采样时间为上午 ８：００（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地表 ０～３ ｃｍ 为干沙， ３

～１０ ｃｍ 为一层含水率较高的湿沙层， 平均质量含水率为 ３ ８７％，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落在 ＥＬ１之下， 明显比深

部剖面水的同位素偏负， 显然是土壤蒸发水汽上升后在地表的凝结水。 １０～２０ ｃｍ 的含水率降至 ０ ２３％， Ｃｌ－

出现了峰值为 １ ３６９ ｍｇ ／ Ｌ， 表明降水入渗的深度没有超过 ２０ ｃｍ， 峰值的盐分主要来自于降水的累积。 从沙

层剖面水的 δ１８Ｏ～δＤ 关系可以确定， ５０ ｃｍ 以下含水率较高的非饱和土壤水都来自于地下水， 地下水主要通

过薄膜水流向上运动， 同时受到了蒸发， 水汽上升到地表附近重新凝结， 地表的高盐度提高了土颗粒的吸附

能力， 形成了含水率较高的沙层。
图 ６（ｃ）位于腾格里沙漠腹地， 采样时间为上午 ８：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剖面深度为 ４ ４ ｍ， 地下水位

埋深为 ３ ７ ｍ。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中旬连续降雨 ３ ｄ， 总降水量平均达到了 ２５ ｍｍ， 入渗后干沙层与湿沙层连成一

片， 很难区分降水入渗的深度范围。 ０～ １０ ｃｍ 的质量含水率为 ３ ４１％， δ１８Ｏ～ δＤ（－１ ３６‰、 －４１ ７‰）落在

了地下水的蒸发线 ＥＬ１之下， 表明表层湿沙层的水不是来自于降水， 而是来自于地下水的蒸发凝结， 这是一

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 分析认为， 降水后清晨地表附近的湿度接近饱和， 从土壤中蒸发的水汽上升在地表

附近遇到低温重新凝结， 而地表附近吸附在沙颗粒表面的降水已经被蒸发了， 凝结水重吸附在 ０ ～ １０ ｃｍ 的

沙层颗粒表面。 ０～ １０ ｃｍ 沙层的盐分偏高， Ｃｌ－ 浓度达到 ３６３ ｍｇ ／ Ｌ， 高盐分的来源可能是风尘物与降水。
１０～２０ ｃｍ 含水率为 ４ ４１％， Ｃｌ－浓度平均值为 ７３ ３ ｍｇ ／ Ｌ， δ１８Ｏ～δＤ 关系点（－４ ０２‰、 －３０ ３‰）落在 ＥＬ２上，
基本上为当地的降水， 受到了一些蒸发。 ２０～４０ ｃｍ 沙层含水率为 ５ ２７％和 ４ ４６％， Ｃｌ－浓度为 ６７ ６ ｍｇ ／ Ｌ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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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土壤剖面含水率、 Ｃｌ－、 δＤ 与 δ１８Ｏ 同位素随深度变化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δＤ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ｔｈ

１８０ ｍｇ ／ Ｌ， δ１８Ｏ～δＤ 关系点（－２ １５‰、 －２８ ７‰； ０ ６６‰、 －２１ ９‰）落在 ＥＬ２与 ＥＬ１之间， 显然是降水与地

下水的混合， ３０～４０ ｃｍ 处的 Ｃｌ－浓度出现了峰值， 参见图 ６（ｃ）， 显然是固定沙丘常年湿沙层的位置， 在没

有发生较大降雨时期， 该层中存在着干沙层与湿沙层的界面， 由于薄膜水在向上迁移的过程中受到蒸发， 当

土层中的蒸发量大于薄膜水的迁移量， 就形成了干沙层， 薄膜水带来的盐分在界面附近出现了累积， 形成了

盐分峰值。 ６０～１１０ ｃｍ 之间 Ｃｌ－浓度降低至剖面的最低值（２９ ７ ～ ５１ ２ ｍｇ ／ Ｌ），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都落在 ＥＬ１线

上， 这表明剖面水主要来自于蒸发凝结， 因为薄膜水将携带盐分一起流动， 盐分低值表明主要的迁移方式为

蒸发凝结。 １１０～３６０ ｃｍ（水位）盐分出现了高值， 自地下水位以上盐分出现了增加的趋势，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

沿着 ＥＬ１分布， 出现在较小的范围， 表明地下水是通过薄膜水运移方式补给到非饱和沙层中， 薄膜水在运移

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蒸发。 在 ２００～２２０ ｃｍ 之间 Ｃｌ－出现了最高值（３４１ ｍｇ ／ Ｌ）， 表明在 ２２０ ｃｍ 以上的

沙层中开始出现凝结水， 根据离子浓度判断， 薄膜水迁移到 １１０ ｃｍ 处速度明显降低， １１０ ｃｍ 以上主要为低

盐度的凝结水。
图 ６（ｄ）位于腾格里沙漠腹地， 采样时间上午 １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剖面深度 ２００ ｃｍ， 未揭露地下

水位。 ０～２０ ｃｍ 的含水率为 ３ ６９％， Ｃｌ－浓度为 ３３ ４ ｍｇ ／ Ｌ； ２０～５０ ｃｍ 剖面含水率增加到 ５ ３１％， Ｃｌ－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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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１５ ｍｇ ／ Ｌ， 比 ０～２０ ｃｍ 偏低， ０～５０ ｃｍ 剖面水的 δ１８Ｏ～δＤ 关系点落在 ＥＬ２上， 降水使原来的干沙层成为湿

沙层。 ５０～８０ ｃｍ 剖面的含水率为 ５ ２１％， Ｃｌ－浓度为 ２６ ５ ｍｇ ／ Ｌ， δ１８Ｏ～δＤ 关系点落在 ＥＬ２与 ＥＬ１之间， 表明

水的来源除了降水入渗之外， 还有蒸发凝结的地下水。 ８０ ～ １１０ ｃｍ 剖面的含水率为 ４ １６％， 比上层稍有降

低， 盐分明显升高， Ｃｌ－浓度为 ７２ ３ ｍｇ ／ Ｌ， δ１８Ｏ～δＤ 关系点落在 ＥＬ１线之上， 表明剖面水主要来自于通过薄

膜水运移来的地下水， 并有少量的降水参与了混合， 盐分随深度的升高表明降水已经将地表附近的盐分输送

到了 ８０ ｃｍ 以下。 １１０～１４０ ｃｍ 剖面仍然保持较高的含水率 ４ １９％， 盐分达到了最高值， Ｃｌ－浓度为１１９ ｍｇ ／ Ｌ，
δ１８Ｏ～δＤ 关系点落在 ＥＬ１之下， 相比该层以下沙层水的同位素明显偏负， 表明剖面降水没有影响到 １１０ ｃｍ
以下， 剖面水主要来自于蒸发凝结。 １４０ ｃｍ 以下含水率降低， δ１８Ｏ～δＤ 关系点落在 ＥＬ１上， 但是比上层的点

都偏正， 表明土壤水主要来源于地下水经过薄膜水向上的迁移， 期间受到了蒸发。
３ ３　 地下水补给土壤水的物理机制

通过沙漠剖面中的同位素、 含水率与 Ｃｌ－浓度分析， 揭示了土壤水的来源与运动状态， 地下水通过颗粒

表面的薄膜水层向土壤中运动， 地下水中的离子也随着薄膜水向上迁移到毛细水层、 高盐分与低含水率层，
薄膜水在迁移的过程中不断有水分子蒸发成为气态分子， 薄膜水的离子浓度随上升高度的增加逐渐增加， 从

薄膜水蒸发出来的气态水分子通过沙颗粒间的空隙向上运动， 部分没有从地表逃逸的气态分子重新凝结在地

表之下的高盐分与高含水率层、 高含水率层和低盐分与低含水率层。
低盐分与低含水率层的特点是含水率和离子浓度都很低， 而且水的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点比高盐分与低含水

图 ７　 沙漠地下水补给土壤示意

Ｆｉｇ 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ｏｉｌ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ｄｅｓｅｒｔ

率层偏负， 这些特征表明水来自于水汽的凝结。 高盐分

与低含水率层的薄膜水在蒸发过程中发生了同位素分馏，
剩余薄膜水的同位素富集， 而气态水中的同位素贫化，
当气态水再次凝结就形成了低盐分与低含水率层， 高盐

分与低含水率层的薄膜水补给低盐分与低含水率层的主

要方式是蒸发凝结。 在夏季的白天， 从土壤中蒸发出来

的水汽分子容易从地表逃逸， 因为地表附近温度高， 水

的饱和湿度小， 不宜形成凝结水； 但在夜晚， 地表附近

沙层中的温度低， 水的饱和湿度大， 容易形成凝结水。
高盐分与高含水率层中的凝结水在太阳辐射的作用下发

生蒸发， 与此同时， 薄膜水又在温差的驱使下向下流动，
在蒸发与薄膜水流动两种作用下， 高盐分与高含水率层

上部的含水率降低； 随着夜间的到来， 地表温度再次下

降， 高含水率层、 高盐分与高含水率层下部的薄膜水又

向地表流动， 从土壤中蒸发出来的水汽分子又凝结在高

含水率层、 高盐分与高含水率层中， 夏季这种过程周而

复始， 参见图 ７。
当沙层所受到的蒸发量大于薄膜水与凝结水量之和时， 将形成干沙层， 干沙层颗粒表面由于没有薄膜水

的表面张力作用， 湿沙层的薄膜水向干沙层的运动仅依靠干沙层颗粒表面电荷的吸引， 由于沙颗粒孔隙的间

距较大， 而土颗粒表面电荷的吸引力是一种短程力， 所以吸引作用很有限， 从而形成了湿沙与干沙明显的界

面。 一方面， 干沙层的存在可以起到隔热作用， 减少湿沙层的蒸发； 但由于干沙层的透气性能好， 从湿沙层

中蒸发出来的水汽分子很容易从干沙层中逃逸到大气中而不被吸附在土颗粒表面。 降水发生后， 表层的干沙

层成为湿沙层， 较大的降雨可能将干沙层与下部的湿沙层连成了一片， 参见图 ６（ｃ）、 图 ６（ｄ）， 表层湿沙层

形成后， 白天地表温度的上升幅度与干沙层相比小了很多， 来自土壤的水汽将会凝结在地表的湿沙层中， 由

于薄膜水上升的速度远小于白天地表水被蒸发的速率， 所以表层附近的水最容易被蒸发， 但是由于夜间地表

温度最低， 来自土壤的蒸发水汽很容易被凝结在地表的湿沙层中， 就出现了图 ６（ ｃ）０ ～ １０ ｃｍ 地表湿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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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１８Ｏ～δＤ 关系落在 ＥＬ１之上， 显然受到了土壤蒸发凝结水的影响， 而 １０～３０ ｃｍ 仍然保留了降水同位素特征。
表明降水发生后， 由于在地表形成的湿沙层可以将土壤蒸发的水汽再次凝结在地表附近。 冬季由于地表温度

低于 ０°Ｃ， 高含水率层、 高盐分与高含水率层中的凝结水都结成了霜， 冬季的蒸发量小， 干沙层下部的高盐

分与高含水率层、 高含水率层的含水率比夏季高。

４　 阿拉善地下水补给源讨论

对 ４ 个沙漠地下水集中调查的结果显示， 降水量稀少的沙漠中并不缺水， 而且地下水具有承压性质， 湖

泊的主要补给源来自于地下水。
王乃昂等［１５］自 ２００９ 年起在巴丹吉林沙漠建立了水文与气象自动观测站， 经过 ３ 年的连续监测显示， 巴

丹吉林沙漠腹地湖泊和地下水位全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湖泊水位的年变幅超过 ４０ ｃｍ。 湖泊与地下水位周

期性的变化表明， 现代降水是湖泊与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 因为残存的 “古水” 被蒸发后， 水位应该是持

续下降而不可能上升。 另一方面， 当地降水如果是湖泊与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 湖泊与地下水位与降水量应

该呈正相关关系， 但事实上， 降水量与湖泊、 地下水位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即降水量大的夏季水位低， 而

降水量小的冬季水位高。 表明湖泊与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不可能是当地降水。 因为在封闭的湖泊中， 蒸发是

排泄的唯一方式， 夏季湖泊与地下水位下降表明， 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 冬季水位上升表明， 地下水与湖

泊来源于外源水的补给， 因为冬季降水是以固态的雪保留在地表， 对地下水没有补给。
郭占荣和韩双平［２０］对西北干旱地区的土壤凝结水进行了实验研究， 对封底与未封底两种土柱的凝结水

量进行比较发现， 未封底的凝结水量明显大于封底的， 证实凝结水中有一部分来源于土壤水。 研究发现， 与

阿拉善相邻的鄂尔多斯高原地下水也十分丰富， 地下水接受远程外源水的补给［２１⁃２２］， 鄂尔多斯黄土高原风

尘颗粒的连续堆积与深循环地下水存在因果关系［２３］。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 年期间， 西北干旱区的湖泊面积明显减小， 引起湖泊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的影响［２４］。 但是， ２００５ 年以来， 青藏高原周边的地下水位出现了上升， 塔克拉玛干沙漠若羌出现了新的

湖泊群———康拉克湖区， 湖泊总面积一度超过 ２００ ｋｍ２［２５］；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以来， 河西走廊张掖盆地的地下水

位上涨， 冰川融雪经过断裂带进入河西走廊［２６］；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民房出现了被泉水浸泡

现象。 同期出现地下水位上升地区的降水量并没有增加， 上升泉中的 δＤ 与 δ１８Ｏ 远比当地降水贫化， 与西藏

内流区降水同位素的特征相符。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 年期间， 青藏高原的年降水量大部分表现为增加趋势，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降水量比 ７０ 年代明显增加［２７］； 对比可以看出， 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地下水位在 ２００３ 年以后普遍出

现的上涨应该与西藏高原 ８０ 年代降水量的增加相对应。
西藏外流区面积为 ５９ 万 ｋｍ２， 径流量为 ４ ２８０ 亿 ｍ３， 内流区面积为 ６１ 万 ｋｍ２， 但径流量仅有２０２ 亿 ｍ３，

内流区与外流区的径流量存在巨大差异。 周石硚经过 ５ 年的水量平衡试验证实了纳木错存在渗漏的假说［２８］。
由于杂多⁃雅布赖与狼山⁃日喀则断裂带都属于活动的左行走滑断层， 断裂带经过西藏高原内流区地带发育有

巨型裂谷［２９］， 裂谷之间的平均距离约 １５０ ｋｍ， 裂谷的形成与岩石圈受到挤压并向东南移出有关， 这些北东

向断裂带一直延伸到阿拉善高原， 四大沙漠分布在断裂带两侧。 调查发现， 沿狼山⁃日喀则断裂有一系列断

陷盆地、 强震活动或成带分布的热泉， 但泉水的温度与泉眼到断裂带的距离呈反比关系， 即高温的泉水离断

裂带的距离都较远， 而越靠近断裂带， 泉水的温度越低［１４］。 这暗示着断裂带中心可能存在导水通道， 在通

道中心循环的水量大， 断裂带的温度已被冷却成为低温。 纳木错等湖泊与河流就发育在这些裂谷之上， 纳木

错湖底东西走向的嘉黎断裂带与狼山⁃日喀则断裂带相交， 断裂带中的高导低速结构可能是地下水的深循环

通道。 在断裂带经过的民勤夹河地区， 迄今还有一些自流井。 纳木错流域补给面积为 １０ ６１０ ｋｍ２， 仅为西藏

内流区面积的 １ ７４％， 在西藏内流区存在 １４ 个淡水湖泊， 还存在一些低盐分的咸水湖泊， 这些湖泊应该都

存在着渗漏， 否则盐分将会累计成为盐湖。 除此之外， 西藏外流区的鄂陵湖与扎陵湖每年的渗漏量达到

２０ 亿 ｍ３， 渗漏水可能也通过深循环通道补给到了阿拉善高原［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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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１） 阿拉善沙漠的降水入渗沙层后吸附在沙颗粒表面， 只有当土壤水分大于田间最大持水量， 水分才

能继续向下渗透， 最大单次降水量小于 ４０ ｍｍ， 降水的最大入渗深度小于 ４０ ｃｍ， 模拟降水试验证实， 暴雨

对沙漠地下水没有补给。
（２） 沙剖面水分的 δＤ、 δ１８Ｏ、 含水率和 Ｃｌ－分析结果表明， 土壤水存在 ３ 种来源： ① 降水入渗； ② 地

下水通过颗粒表面的薄膜水传递到土壤中； ③ 土壤薄膜水蒸发后再次凝结； 沙漠表面 ２０～４０ ｃｍ 之下湿沙层

的水来自于地下水， 外源水是沙漠湖泊的稳定补给源。
（３） 狼山⁃日喀则等横穿青藏高原与阿拉善的北东向断裂带中可能存在导水通道， 纳木错等湖泊与河流

的渗漏水通过北东向断裂带补给阿拉善高原， 导水断裂带经过的雅布赖山等地区呈现出高水位。
（４） 深循环地下水补给河西走廊与周边沙漠的周期为 ２０～３０ 年， 据此推断， ２００３ 年以来青藏高原周边

地区地下水位的升高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西藏高原降水量的增加有关。 根据西藏高原 １９８０ 年以来降水量

偏高的观测结果推断， 在未来 ２０ ～ ３０ 年， 河西走廊、 阿拉善、 内蒙古高原、 鄂尔多斯、 华北平原和东北湿

地等地区的地下水补给充足， 洪涝将成为北方地区重点防范的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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