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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明洞庭湖湖区水体稳定同位素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规律， 弄清各水体间的相互关系， 分别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和 ８ 月对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采样点进行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采样。 通过对样品进行 Ｄ、１８Ｏ 同位素分析， 结合全

球大气降水同位素监测网（ＧＮＩＰ）公布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间长沙降水同位素数据， 发现湖区年内受不同盛行风影响，
降水及地表水的同位素存在较大的季节性差异， ４ 月份同位素富集， ８ 月份贫化。 此外， 河水、 湖水同位素也呈现

明显的空间差异。 两个时期地表水的水线斜率均小于当地降水线， 地表水在两个时期均存在蒸发作用。 虽然地表

水和地下水的来源均为大气降水， 但与地表水相比， 地下水同位素季节变化较小， 地下水接受地表水补给是一个

较为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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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同位素 Ｄ 和１８Ｏ， 分别是氢和氧的同位素， 作为环境示踪剂， 在水文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 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 稳定同位素已经被应用在国内外河流、 湖泊的研究中， 许多学者曾对不同流域内河流、 湖泊中的

Ｄ 和１８Ｏ 进行采样分析， 得出了水体同位素的变化规律， 揭示了影响同位素变化的各种因素［１⁃７］。 来源不同的水

体往往具有不一样的同位素特征， 而氢和氧是水的基本组成部分， 能够跟随水一起运动， 因而稳定同位素方法

还可用于进行流域内水文循环过程的研究， 确定水循环中各部分水体的来源， 解释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相互

作用关系等［８⁃１４］。 大气降水是水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它的研究也常常要用到稳定同位素方法［１５⁃２０］。
近几年来， 许多学者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开展了稳定同位素的研究。 通过对长江干流不同位置、 不同时期

的长江水同位素进行监测， 发现长江水的氘氧同位素随季节变化明显并且具有沿程逐渐富集的特点［２１⁃２３］。
长江流域分布着许多湖泊， 同位素能够反映出湖泊水体与长江洪水期、 枯水期交替演变的特征关系［２４］。 另

外， 长江流域的大气降水同位素能够为流域降水的水汽来源及其二次蒸发效应提供研究依据［２５⁃２６］。 然而，
至今尚未有人从降水、 河流、 湖泊和地下水 ４ 个方面对长江的通江湖泊流域进行系统的同位素调查和分析。

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与亚洲第一大河长江相通， 由于受长江丰、 枯水期的影响， 洞庭湖水位呈

明显的周期性变化， 若调控不当则会引发洪涝灾害， 造成巨大损失。 洞庭湖湖区水系复杂， 弄清湖区的水循

环情况对该地区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也能够为三峡工程建成后洞庭湖演变趋势的预测提供一定的参

考。 本文分两个时期对洞庭湖湖区进行了地表水、 地下水的采样和同位素分析， 得出了各个水体的同位素季

节变化和空间变化特征， 为区域水循环的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１　 研究区域概况

洞庭湖位于北纬 ２８°３０′～３０°２０′， 东经 １１０°４０′～１１３°１０′之间， 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２ ０１６ 亿 ｍ３， 约占长

江流域地表水资源的 ２１％， 居长江流域各水系之首。 洞庭湖总容量约 １８０ 亿 ｍ３， 由东洞庭、 西洞庭和南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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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３ 部分组成。 洞庭湖水系复杂， 在北面通过藕池河、 虎渡河和松滋河接受长江三口来水， 在西面和南面有

澧水、 沅江、 资水和湘江四大河流汇入（图 １）， 在城陵矶处与长江汇合， 此外， 还有一些较小的河流与之相

连， 如沱江、 新墙河和汨罗江等。 洞庭盆地是中生代白垩纪以来由中国东部地壳强烈拉伸而形成的断陷盆

地， 主要受北北东向、 北东向和北西向 ３ 组断裂的切割， 湖区除桃花山、 赤山、 明山头和黄山头等地出露基

岩和更新统地层外， 绝大部分地面均为全新统松散沉积层所覆盖， 洞庭湖地下水资源丰富， 随着地势由北向

东南降低， 潜水位逐渐上升［２７⁃２８］。
洞庭湖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具有气候温和， 四季分明， 热量充足， 雨水集中的特点。 近 ６０ 年来洞

庭湖区年均气温 １６ ８℃， 最低气温一般出现在 １ 月份， 最高气温出现在 ７ 月份。 年降水量为 １ １００ ～
１ ４００ ｍｍ， ６ 月份降水最多， １２ 月份最少。 受长江以及其他入湖河流流量变化的影响， 洞庭湖全年内水位变

化大。 每年的 ５～１０ 月份为汛期， 洞庭湖水位较高， 其余月份水位相对较低， 因而降水、 河流、 湖泊及地下

水之间关系复杂。 研究各水体的同位素变化特征， 能够为弄清各自的来源问题以及相互补给关系提供可靠

依据。

图 １　 洞庭湖湖区采样点分布及样品类型

Ｆｉｇ 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２　 样品采集与分析

为了得出洞庭湖湖区范围内不同水体同位素的空间性和季节性变化特征， 在水位存在明显差异的春季和

夏季， 分别为河水、 湖水以及地下水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采样地点。 将洞庭湖分为东洞庭、 南洞庭和西洞庭

３ 个部分， 在两个不同季节分别对每一部分采集重要的入湖河流水、 具有较大空间跨度的湖水和相近埋深的

浅层地下水， 使样品尽可能地覆盖洞庭湖整个湖区。 根据上述采样原则， 分别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 ２２ 日（代
表春季， 非汛期， 水位低）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１５ 日（代表夏季， 汛期， 水位高）对该地区的河水、 湖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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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进行了两次采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的样品包括 ７ 个河水样品、 １０ 个湖水样品和 ８ 个地下水样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的样品包括 ２０ 个河水样品、 １６ 个湖水样品和 １９ 个地下水样品， 由于 ８ 月份采样存在多个平行样品， 因

而样品数目多于 ４ 月份， 样品类型及采样点分布参见图 １。
所有的河水均是采自于河边水流速度较大的地方， 与河岸的距离大于 ２０ ｃｍ， 水样用 ３８０ ｍＬ 塑料瓶装

满， 采集时首先用河水将瓶子冲洗 ２ 遍， 然后在水中将瓶子装满并盖好瓶盖之后从水中拿出， 以确保瓶中无

气泡， 然后用胶带将瓶口密封， 防止与空气交换。 湖水的采集点为无生活污水排放、 远离河流汇入点的水深

大于 １５ ｃｍ 的湖边， 具体方法与河水的采集相同。 地下水是通过采集当地居民的井水而获得， 先用取水器将

井水提上来， 然后用上述同样方法采集， 取水器上有两个单向阀门， 下放时阀门打开， 提水时自动关闭， 取

水器上系有标定长度的绳索， 每次取水时将取水器下降至 １０ ｍ 附近， 以保证所有地下水样品均采自相同的

埋深， 从而尽量消除因地下水深度不一致而导致的同位素差异。
所有样品 δＤ 和 δ１８Ｏ 值的测定均在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内进行， 同位素

分析时所使用的仪器为 ＭＡＴ⁃２５３ 同位素质谱仪， 氘的分析方法为高温裂解法 ＦｌａｓｈＥＡ ＨＴ⁃ＩＲＭＳ， 氧同位素分

析方法为水平衡法 ＧａｓＢｅｎｃｈ⁃ＩＲＭＳ， 用 ０ ３％的 ＣＯ２进行平衡， 结果采用 ＶＳＭＯＷ 标准，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分析精

度分别为±２‰和±０ １‰。

３　 同位素特征及结果分析

３ １　 湖区全年降水同位素变化规律分析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 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和国际气象组织（ＷＭＯ）共同建立了全球大气降水同位素

监测网（ＧＮＩＰ）， 提供了全球 ２００ 多个气象站多年的降水同位素数据。 与本文研究区域最近的气象站为长沙

站， 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个研究区域的降水情况， 根据吴华武等［１９］ 对湖南长沙地区大气降水的

研究， 长沙地区的大气降水线为 δＤ＝ ８ ３８δ１８Ｏ＋１７ ３。 ＧＮＩＰ 提供了长沙站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间各月份的降水量

及其同位素数据， 图 ２（ａ）为根据这 ５ 年的统计数据得到的 δＤ、 δ１８Ｏ、 降水量按月份的变化趋势图， 图 ２（ｂ）
为不同月份 δＤ～δ１８Ｏ 关系图， 其中 ＧＭＷＬ 为全球雨水线， ＬＭＷＬ 为长沙降水线。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间长沙的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 ２７１ ｍｍ， 从图 ２（ａ）中可以看出， 长沙站的降水主要集中在 ３～
７ 月， 占总降水量的 ６４ ０１％， ６ 月份降水量最大， １２ 月份最小。 全年降水同位素变化明显， 从 １０ 月份至次

年 ４ 月份， 降水同位素值基本呈逐渐增大的趋势， 从 ５ ～ ９ 月份， 降水同位素值迅速减小。 不难发现， 同位

素值与降水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１１ ～ １ 月份、 ３ ～ ６ 月份为负相关， 其余月份呈现正相关变化关系， ９ ～ １０
月份降水量变化不大， 而同位素明显变大。

图 ２　 长沙站降水同位素月度变化特征

Ｆｉｇ 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δＤ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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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年各月份降水的同位素值， 可以将其划分成两个部分， 参见图 ２（ｂ）， 区域Ⅰ为 ６ ～ ９ 月份的降

水， 这 ４ 个月的降水同位素加权平均值为 δＤ＝ －６３ ０‰， δ１８Ｏ＝ －９ １６‰， 同位素贫化， １０ ～ ５ 月份这 ８ 个月

的降水分布在区域Ⅱ内， 加权平均值为 δＤ＝ －２０ ８‰， δ１８Ｏ＝－４ ３６‰， 同位素较富集。 两次采样时间分别为

４ 月份和 ８ 月份， 此时的降水同位素分别处于两个不同区域， 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４ 月份降水同位素值为

δＤ＝ －３ ６‰， δ１８Ｏ＝－２ ５７‰， 而 ８ 月份为 δＤ＝ －６４ ５‰， δ１８Ｏ＝－９ ３２‰。
３ ２　 洞庭湖湖区所受季风影响分析

影响降水稳定同位素组成季节分布与地理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 温度效应、 纬度效应、 大陆效应以及降

水量效应［２９］。 而根据对中国境内 １９７８ 年以来积累的降水同位素组成数据的分析， 可明显看出， 降水同位素

组成的季节分布和地理分布， 除受上述温度效应、 纬度效应、 高程效应、 大陆效应和降水量效应的影响之

外， 形成降水气团的来源及其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降水同位素组成的主要因素［３０］。
中国是世界上季风最盛行的国家之一。 在中国的大部分季风区， 不同季节的雨水有完全不同的水汽来

源。 中国受季风影响的地区， 每年的冬季风来自高纬度的亚洲内陆， 空气寒冷干燥， 而夏季风来自太平洋

（东南季风）和印度洋（西南季风）， 带来丰沛的雨水。 由此， 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雨水集中在 ６～９ 月， 四季雨

水不均， 且年变化很大。 洞庭湖湖区位于中国东南部， 处于典型的季风区， 由于受到季风的影响， 在不同的

季风期降水来源不同， 这使得大气降水中的稳定同位素组成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别。
现根据两次采样并测试得到的所有河水、 湖水、 地下水样品的 Ｄ、１８Ｏ 同位素数据以及由 ＧＮＩＰ 提供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间长沙降水同位素数据绘制得到如图 ３ 所示的 δＤ～δ１８Ｏ 关系图。

图 ３　 洞庭湖湖区降水、 河水、 湖水和地下水 δＤ～ δ１８Ｏ 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δＤ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８ 月份， 洞庭湖湖区的河水及湖水同位素平均值为 δＤ ＝ －６１ ９‰， δ１８Ｏ＝ －８ ９６‰， 同位素较为贫化。 ８
月份的河水和湖水同位素值接近 ６～８ 月份的降水同位素平均值 δＤ ＝ －５９ ３‰， δ１８Ｏ ＝ －８ ６４‰， 因为 ８ 月份

地表水受到前几个月份降水的累积作用影响。 夏季风期间， 降水云团由海洋蒸发源区到亚洲大陆的运移过程

中， 伴随大量降水过程， 水汽的 δ 值在多次冷凝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低， 并且， 夏季降雨量大， 随着降水过程

的进行， 雨水同位素值也会越来越低， 在这种大陆效应和降雨量效应的同时作用下， 使得 ６ ～ ９ 月份湖区降

水中的 δ 值严重偏负。 ４ 月份， 河水及湖水的同位素平均值为 δＤ＝ －２８ ６‰， δ１８Ｏ＝ －４ ８５‰， 同样由于前期

降水累积作用， ４ 月份地表水同位素接近 １０～４ 月份的降水同位素平均值 δＤ ＝ －２２ ２‰， δ１８Ｏ＝ －４ ６５‰， 同

位素相对富集。 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降水受到来自于高纬度地区的冬季风影响更大， 所携带的水汽同位素值

偏正， 而且降水量较小， 因而各水体富集重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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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不同时期河水、 湖水及地下水的同位素特征分析

分别对两个时期采样得到的河水、 湖水以及地下水样品进行了 Ｄ 和１８Ｏ 同位素分析， 得到各自的 δＤ～δ１８Ｏ
关系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４ 月和 ８ 月河水、 湖水及地下水 δＤ～ δ１８Ｏ 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δＤ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ａｎ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３ ３ １　 河水同位素特征

由图 ４（ａ）可以发现， ４ 月份河水的 δ１８Ｏ 值变化范围为－６ ５８‰～ －３ ５８‰， δＤ 值变化范围为－３９ ６‰～
－１７ ７‰，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变化关系可表示为 δＤ ＝ ６ ９９ δ１８ Ｏ ＋ ６ ６０， ８ 月份河水的 δ１８ Ｏ 值为 － １１ ９５‰ ～
－５ ３３‰， δＤ 值为－８３ ６‰～ －３８ ７‰，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变化关系为 δＤ ＝ ７ ３８δ１８Ｏ＋４ ３６。 由此可见， 无论是 ４
月份还是 ８ 月份， 河水的氢氧同位素组成都落在长沙的当地降水线附近， 说明河水都是受降水补给的。 ４ 月

份同位素关系的斜率为 ６ ９９， ８ 月份为 ７ ３８， 均小于当地降水线的斜率， 由于河流在流动过程中均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蒸发， 而 ４ 月份斜率与 ８ 月份相比更小一些， 因为 ８ 月份河水以降水补给为主， 斜率更接近降水线

斜率， 而 ４ 月份， 地下水对河水的补给变得重要， 导致水线明显偏离降水线， 斜率明显变小。 ４ 月份的河水

比 ８ 月份要更加富集氢氧同位素， 根据上文所述， 这是由于不同季节受到不同季风的影响所引起的。
另外， 河水同位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因为洞庭湖湖区水系复杂， 各条河流的来源不相同， 其同位

素组成也相差较大。 ８ 月份， 河水的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较大， 根据各个河水的同位素值， 可以将这 ８ 条河

流分为 Ａ、 Ｂ 两组， Ａ 组为藕池河、 松滋河、 虎渡河以及澧水， 这组河流的河水同位素平均值 δＤ 为

－８１ １‰， δ１８Ｏ 为－１１ ５１‰， Ｂ 组为沅水、 资水、 湘江和汨罗江， 其同位素平均值 δＤ 为－４７ ５‰， δ１８Ｏ 为

－７ １０‰。 Ａ 组河流的同位素组成明显比 Ｂ 组河流贫化， 同时可以发现， Ａ 组河流源于洞庭湖北部地区， Ｂ
组源于南部地区。 夏季的降水主要来自于东南部海洋的水汽， 随着水汽向内陆推进， 降水同位素逐渐贫化。
因此， Ａ 组河流同位素贫化的原因是它们均由内陆地区的降水所补给， 其中藕池河、 松滋河和虎渡河来自于

长江三口，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 其同位素极其贫化。 Ｂ 组河流来自于较南部的降水， 离海岸线较

近， 因而其同位素较为富集。
与 ８ 月份相比， ４ 月份河流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较小， 此时 Ａ 组河流同位素平均值 δＤ 为－２６ ７‰， δ１８Ｏ

为－４ ７６‰， Ｂ 组河流同位素平均值 δＤ 为－３２ ４‰， δ１８Ｏ 为－５ ５７‰， 可以发现， 与 ８ 月份相反， Ａ 组河流

比 Ｂ 组河流更富集同位素，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冬季降水受到来自西北冷空气的影响， 造成北部河流同

位素富集、 南部河流同位素贫化的现象。
３ ３ ２　 湖水同位素特征

根据图 ４ （ ｂ）， ４ 月份湖水的 δ１８ Ｏ 值变化范围为 － ５ ９６‰ ～ － ２ ５５‰， δＤ 值变化范围为 － ３６ ８‰ ～
－１９ ４‰，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变化关系可以表示为 δＤ ＝ ５ ０７δ１８ Ｏ － ４ ４４， ８ 月份湖水的 δ１８ Ｏ 值为－１１ ６６‰ ～
－４ ９０‰， δＤ 值为－８２ ５‰～ －３３ ０‰，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变化关系为 δＤ ＝ ７ ２７δ１８Ｏ＋２ ９９。 湖水的同位素都落在

了当地降水线附近， ４ 月份同位素关系线的斜率为 ５ ０７， ８ 月份为 ７ ２７， 均小于当地降水线斜率， 这说明湖

水受到了一定的蒸发作用， 与河水的蒸发相比， 湖水所受到的蒸发作用更加强烈一些， 因为河水的流速较

快， 而湖水停留时间较长。 同样， ４ 月份湖水线斜率明显比 ８ 月份的小， 除了蒸发影响外， 还因为 ４ 月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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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较低， 湖水也受到了地下水的补给， 此外， ４ 月份湖水同位素比 ８ 月份湖水更加富集， 这与河水同位素

规律相同。
为了研究洞庭湖各部分湖区同位素的差异， 将湖水样品分为三类， 分别代表东洞庭、 南洞庭和西洞庭的

湖水， ４ 月份东、 南、 西洞庭湖的湖水 δ１８Ｏ 平均值分别为－４ ４７‰、 －５ ５１‰、 －２ ５５‰， ８ 月份的 δ１８Ｏ 平均

值分别为－９ ４８‰、 －８ ５４‰、 －７ ０３‰。 可以看到， ４ 月份同位素值 δ１８Ｏ 分布规律为南洞庭＜东洞庭＜西洞

庭， 而 ８ 月份则为东洞庭＜南洞庭＜西洞庭。 西洞庭湖的湖水同位素在两个时期均比其他湖区富集， 这是因

为西洞庭水系较为封闭， 蒸发作用更明显。 南洞庭主要接受南部河流的补给， 东洞庭主要接受北部河流补

给， 根据 ３ ３ １ 节中对河流同位素空间差异性的分析， 北部河流同位素在 ４ 月份比南部河流富集， 而在 ８ 月

份比南部河流贫化， 从而导致东洞庭和南洞庭具有类似的同位素变化特点。
３ ３ ３　 地下水同位素特征

如图 ４（ｃ）所示， ４ 月份地下水的 δ１８Ｏ 值变化范围为－１０ ６０‰～ －４ ４５‰， δＤ 值变化范围为－７３ ８‰～
－２８ ６‰，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变化关系可以表示为 δＤ ＝ ７ ５２ δ１８Ｏ＋６ ００， ８ 月份地下水的 δ１８Ｏ 值为－１１ ７８‰～
－４ ４５‰， δＤ 值为－８３ ０‰～ －３４ ８‰，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变化关系为 δＤ＝ ７ ４７ δ１８Ｏ＋６ ５５。 两个季节的地下水同

位素都分布在当地降水线附近， 说明地下水均来自于大气降水， 大气降水先补给河水和湖水， 然后通过地表

水入渗至地下水。 ４ 月份地下水同位素平均值 δＤ 为－４６ ５‰， δ１８Ｏ 为－６ ９９‰， ８ 月份地下水同位素平均值

δＤ 为－４８ ７‰， δ１８Ｏ 为－７ ３９‰。 可以发现， ４ 月份地下水同位素比 ８ 月份偏正， 这与河水、 湖水的规律相

同， 但两个季节的地下水同位素差异非常小， δＤ 值仅相差 ２ ２‰， δ１８Ｏ 值仅相差 ０ ４０‰， 反映了地下水存

在滞留效应， 随季节影响不明显， 地下水与河流、 湖泊交换周期长。
３ ４　 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补给关系

为了进一步确定地下水与地表水之间的关系， 现以岳阳楼、 君山岛、 白沙湖和茅草街这 ４ 个地点为例，
从同位素角度说明这些地区地下水与河流或湖泊之间的补给关系。 ４ 个采样点的地下水同位素数据如表 １ 所

示， δＤ～δ１８Ｏ 关系参见图 ５。

表 １　 ４ 个采样点不同时期的地下水同位素值

Ｔａｂｌｅ １ δＤ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采样地点 经度 纬度 类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δＤ ／ ‰ δ１８Ｏ ／ ‰ δＤ ／ ‰ δ１８Ｏ ／ ‰

岳阳楼 １１３°０５′１１″Ｅ ２９°２２′３７″Ｎ 地下水 －３５ ９ －４ ８２ －３５ ７ －５ ５８

湖水 －２９ ３ －５ １２ －５６ ９ －７ ８３

君山岛 １１３°００′２４″Ｅ ２９°２２′４１″Ｎ 地下水 －７３ ８ －１０ ６０ －８２ ４ －１１ ７２

湖水 －２３ ６ －４ ０２ －６４ ７ －９ ３０

白沙湖 １１２°１９′０４″Ｅ ２８°５４′０１″Ｎ 地下水 －４０ ６ －６ ３７ －４０ ６ －６ ６７

湖水 －３６ ８ －５ ９６ －６６ １ －９ ６１

茅草街 １１２°１８′０７″Ｅ ２９°０３′３４″Ｎ 地下水 －３５ ８ －５ ９４ －３４ ８ －４ ４５

河水 －３９ ６ －６ ５８ －７７ ３ －１０ ６０

这 ４ 个采样点的地表水同位素在两个不同时期之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４ 月份富集、 ８ 月份贫化的特征

很明显。 而两个时期的地下水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像地表水那样明显。 由于和土体的相互作用， 地表水在入渗

补给地下水时同位素会逐渐富集。 岳阳楼（１ 号）、 白沙湖（３ 号）的地下水同位素在 ４ 月份与地表水相比较为

贫化， 在 ８ 月份却比地表水富集， 说明地表水补给到地下水需要较长时间， 地下水同位素反映了地表水的全

年平均同位素组成。 茅草街（４ 号）的地下水在两个时期都比河水富集， 但其富集的差异不同， 两个地下水之

间 δＤ 仅相差 １‰， 这说明地下水较为稳定， 是地表水长时间补给的结果。 君山岛（２ 号）地区的地下水同位

素均比湖水贫化， 可能受到除湖水以外其他同位素值很低的水的补给， 事实上君山岛采样点位于洞庭湖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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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时期 ４ 个采样点地下水的 δＤ～ δ１８Ｏ 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δＤ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ａｔ ｆｏｕ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端， 距离长江较近， 其地下水可能受到同位素值较低的长江水的补给， 虽然两次的同位素差值为 δＤ ＝
８ ６‰， 相对于其他 ３ 个地点较大， 但仍然远远小于地表水在两个时期的差异， 地下水也是地表水全年补给

的结果。 此外， 可以看到， 除君山岛（２ 号）以外， 其余 ３ 个地点在 ８ 月份地表水与地下水差异较大， 而 ４ 月

份时这种差异比较小， 这是因为 ４ 月份地表水位低于地下水位， 此时地下水对地表水的侧向补给变得重要，
地下水的同位素组成影响了地表水同位素， 二者较为接近， 而 ８ 月份地表水虽然丰富， 但由于地下水缺少排

泄路径， 地表水并没有明显地影响地下水同位素。

４　 结　 　 论

（１） 洞庭湖湖区的降水同位素值在一年中的不同月份差异很大， 由于不同时期降水的水汽来源不同以

及降水量的差异， ６～９ 月份降水同位素贫化， 其余月份同位素相对富集。 地表水同位素受到前期降水累积作

用的影响， ８ 月份的地表水同位素值与 ６～８ 月份降水同位素平均值较接近， 而 ４ 月份的地表水同位素值接近

１０～４ 月份降水同位素平均值。 在两个不同时期， 河水、 湖水、 地下水的 Ｄ 和１８Ｏ 同位素都分布在当地降水

线附近， 说明这些水体的最初来源均为大气降水。 两个时期的地表水的水线斜率均小于当地降水线， 说明地

表水在两个时期均存在蒸发作用。
（２） 河水、 湖水的同位素都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性， ４ 月份处于北部的河流同位素比南部河流富集， 湖

泊同位素关系为南洞庭＜东洞庭＜西洞庭， 而 ８ 月份北部的河流同位素比南部河流贫化， 此时湖泊同位素关

系为东洞庭＜南洞庭＜西洞庭。
（３） 与河水、 湖水相比， 地下水的季节差异较小。 通过 ４ 个采样点的详细分析， 发现洞庭湖区的地下

水较为稳定， 并不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 由此推测地下水接受地表水补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地下水是地表

水在全年补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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