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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分析干旱区高盐度潜水蒸发规律，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新疆昌吉地下水均衡试验站开

展了不同总溶解固体 （０ ８ ｇ ／ Ｌ、 ３０ ｇ ／ Ｌ 和 １００ ｇ ／ Ｌ）、 不同包气带岩性（细砂和粉质黏土）和不同潜水埋深（０ ｍ、 ０ ５
ｍ、 １ ０ ｍ、 ２ ０ ｍ 和 ３ ０ ｍ）潜水蒸发量的监测工作。 结果表明： 当潜水埋深大于 ０ ５ ｍ 时， 包气带岩性对高总溶解

固体（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Ｓｏｌｉｄｓ， ＴＤＳ）潜水蒸发量的影响与淡水基本一致； 潜水埋深 ０ ５ ｍ、 ＴＤＳ 为 ３０ ｇ ／ Ｌ 时， 包气带岩

性的差异对潜水蒸发量的影响远小于由于潜水的 ＴＤＳ 和外界大气蒸发能力对潜水蒸发共同造成的影响； 潜水位埋

深为 ０ ｍ、 ＴＤＳ 为 １００ ｇ ／ Ｌ、 包气带为粉质黏土时， 年内潜水蒸发趋势与大气蒸发能力 ＥΦ２０的趋势相反； 潜水埋深

０ ５～１ ０ ｍ 时， 在非冻结期随着 ＴＤＳ 的升高， 潜水蒸发量逐渐减小； 当潜水埋深为 ３ ０ ｍ 时， ＴＤＳ 的变化对潜水蒸

发抑制作用存在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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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蒸发是指潜水向包气带输送水分， 并通过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进入大气的过程［１］。 潜水蒸发是浅

层地下水向土壤水和大气水自然转化的一种主要形式， 是 “四水” 转化中重要的一环。 前人从不同学科、
不同环境对潜水蒸发进行了研究， 取得了大量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如在潜水蒸发研究的试验手段［２］、 毛细

水上升高度分析与测定［３］、 潜水蒸发的影响因素［４⁃５］、 潜水蒸发量的计算［６］、 潜水蒸发的数值模拟计算［１，７⁃８］

和潜水蒸发研究成果的应用［９］ 等进行了大量研究。 有些学者还对土壤冻结期潜水蒸发规律进行了研

究［１，１０⁃１１］， 如雷志栋等［１］针对土壤冻结期的潜水蒸发机制与非冻结期有较大差别， 分析了埋深、 负积温对冻

结期潜水蒸发总量的影响， 提出了冻结期潜水蒸发折算系数的概念， 并得出了潜水蒸发折算系数与负积温无

关的结论。 上述研究中， 除栗现文等［４］外， 均未考虑潜水的 ＴＤＳ（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Ｓｏｌｉｄｓ）对潜水蒸发的影响，
可以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潜水蒸发研究。 在河西走廊、 准噶尔盆地、 塔里木盆地、 吐鲁番盆地和柴达木盆地均

分布有盐化和浓缩作用形成的盐卤水， 其中 ＴＤＳ 一般为 ３～１０ ｇ ／ Ｌ， 有时大于 ５０ ｇ ／ Ｌ， 河西走廊卤水为 １００ ｇ ／ Ｌ，
特别是在柴达木盆地潜水的 ＴＤＳ 高达 ３００ ｇ ／ Ｌ 以上［５］。 在高盐度潜水分布区， 包气带岩性一般为粉质黏土或

细砂。 与传统意义的潜水蒸发相比， 干旱区高盐度潜水蒸发条件下， 毛细水上升高度、 盐渍临界深度、 土壤

水总水势组成、 非饱和导水率与土壤水分特征曲线［１２］都存在一定差异， 从而影响到潜水蒸发量的大小。
本文依据位于典型干旱区的新疆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昌吉地下水均衡试验站（简称昌吉均衡站）内的

１３ 个蒸渗仪实测得到的为期 ２ 个水文年的高盐度潜水蒸发试验资料， 着重分析不同总溶解固体（ＴＤＳ）的潜水在

不同潜水埋深和不同土质下的各月潜水蒸发动态规律。 在此基础上分析非冻结期 ＴＤＳ 对潜水蒸发影响的规律和

机理。 该研究有助于加深干旱区高盐度潜水蒸发机理的认识， 对指导盐荒地开发、 治理和水盐调控以及干旱区



　 第 １ 期 贾瑞亮， 等： 干旱区高盐度潜水蒸发规律初步分析 ４５　　　

高盐度潜水分布区地下水资源量的评价和进行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规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昌吉均衡站自然地理条件

研究区位于新疆天山北麓头屯河冲洪积扇前缘西侧， 距头屯河河床 ４ ７ ｋｍ。 地理坐标为东经８７°１７′５１″，
北纬 ４４°０２′１９″， 海拔 ５３８ ｍ。 试验场占地 １ ５ 万 ｍ２。 试验场地形平坦开阔， 远离高层建筑物， 试验场中除

部分角落生长有杂草外， 其余均为裸地。 昌吉均衡站为典型的内陆性气候， 多年平均气温为 ７ １℃； 多年平

均降水量为 １９６ ９ ｍｍ， 降水主要集中在 ４～８ 月； 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１ ８１９ ３ ｍｍ（ＥΦ２０）， 蒸发主要集中在 ４～
１０ 月； 多年平均风速为 １ １ ｍ ／ ｓ。 在一年内土壤有近 ５ 个月（１１ 月～次年 ３ 月）的冻结期， 土壤冻结深度一般

为 ８０～１３０ ｃｍ， 该站自然地理条件及所处地貌部位对于天山北麓准噶尔南缘的主要农业区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和典型性。
１ ２　 试验用蒸渗仪

表 １　 试验设计组合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序号 土质 潜水埋深 ／ ｍ
ＴＤＳ ／

（ｇ·Ｌ－１） 编号

１ 细砂 ０ ５ ０ ８ ａ０ ５（０ ８）

２ 细砂 ０ ５ ３０ ａ０ ５（３０）

３ 细砂 １ ０ ３０ ａ１ ０（３０）

４ 细砂 ３ ０ ３０ ａ３ ０（３０）

５ 粉质黏土 ０ ５ ０ ８ ｃ０ ５（０ ８）

６ 粉质黏土 ０ ５ ３０ ｃ０ ５（３０）

７ 粉质黏土 １ ０ ０ ８ ｃ１ ０（０ ８）

８ 粉质黏土 １ ０ ３０ ｃ１ ０（３０）

９ 粉质黏土 ２ ０ ３０ ｃ２ ０（３０）

１０ 粉质黏土 ３ ０ ３０ ｃ３ ０（３０）

１１ 粉质黏土 ０ １００ ｅ０（１００）

１２ 粉质黏土 １ ０ １００ ｅ１ ０（１００）

１３ 粉质黏土 ３ ０ １００ ｅ３ ０（１００）

１４ 水面蒸发（ＥΦ２０） ０ ８ ＥΦ２０

　 　 本次研究采用蒸渗仪观测潜水蒸发量。 研究所用蒸渗仪主要由观测土筒、 供水系统及附带的监测装置组

成。 土筒内土体为 １９８９ 年装填，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用于淡水蒸发试验研究（ＴＤＳ 为０ ８ ｇ ／ Ｌ）， 共

４３ 个蒸渗仪， 所有蒸渗仪集中分布于试验场的中部

空旷区域。 本次高盐度潜水蒸发试验选用其中分布相

对集中的 １３ 个蒸渗仪（分布面积为６ ｍ×１４ ｍ）， 即不

同 ＴＤＳ（０ ８ ｇ ／ Ｌ、 ３０ ｇ ／ Ｌ 和 １００ ｇ ／ Ｌ）、 不同潜水水位

（０ ｍ、 ０ ５ ｍ、 １ ０ ｍ、 ２ ０ ｍ 和 ３ ０ ｍ）和不同土质

（细砂和粉质黏土） （见表 １）。 观测土筒为圆形土筒

（横截面积 ２ ０ ｍ２土筒 １０ 个， 编号为 ａ 和 ｃ； 横截面

积 ４ ０ ｍ２土筒 ３ 个， 编号为 ｅ）。 本次试验用的土样

选用粉质黏土（编号为 ｃ 或 ｅ）和细砂（编号为 ａ）两种

土质， 试验土样均为扰动样， 其颗粒分析结果见表

２。 土样于 １９８９ 年采用分层装填（粉质黏土和细砂分

别按干密度 １ ５８ ｇ ／ ｃｍ３和 １ ３２ ｇ ／ ｃｍ３装填）夯实， 每

装填 ２０ ｃｍ 厚度夯实一次， 装填 ６０ ｃｍ 饱水一次， 使

土样密实， 土体底部铺有 ３０ ｃｍ 砂砾反滤层， 顶部与

地面齐平， 为裸地。 供水系统主要由改进的马氏瓶组

成， 并控制各组蒸渗仪水位埋深， 以此来模拟不同地下水位埋深。 通过观测各组马氏瓶内液面变化来测定不

同 ＴＤＳ 潜水蒸发量。 Ｃ１⁃Ｎａ 型水是干旱区最常见的高盐度潜水水化学类型， 因此， 本试验用工业食盐

（ＮａＣｌ）配置不同浓度的溶液来模拟高盐度潜水（ＴＤＳ 为 ３０ ｇ ／ Ｌ 和 １００ ｇ ／ Ｌ）。 同时以直径 ２０ ｃｍ 蒸发器的淡水

水面蒸发量 ＥΦ２０来表征大气蒸发能力。

表 ２　 试验土样颗粒组成 ％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粉质黏土 细砂

２～０ ０５ ｍｍ ０ ０５～０ ００５ ｍｍ 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２ ｍｍ ＜０ ００２ ｍｍ ＞０ ２５ ｍｍ ０ ２５～０ １０ ｍｍ ０ １０～０ ０５ ｍｍ

２１ ０ ４５ ０ １７ ３ １６ ７ ２９ ２ ５７ ４ １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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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试验监测时段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每日北京时间 ２０：００ 观测记录 １３ 组蒸渗仪的潜

水蒸发量及 ＥΦ２０蒸发器水面蒸发量。 由于试验开展前， 各个观测土筒中只用于淡水的潜水观测试验， 考虑到

高盐度潜水在土壤中分布达到稳定和数据间在时间上的对比验证性， 本次选用的试验监测时段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共计 ７３０ ｄ， 即两个完整水文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ａ３ ０（３０）蒸渗仪 ２０１２ 年

４～９ 月仪器故障， 选用的监测时段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１　 水位埋深对高盐度潜水蒸发的影响

由图 １ 可知， 在包气带岩性和潜水 ＴＤＳ 相同的情况下， 总的趋势为潜水水位埋深越浅， 蒸发量越大。
ａ３ ０（３０）、 ｅ３ ０（１００）和 ｃ３ ０（３０）由于潜水位埋深均为 ３ ０ ｍ， 全年潜水的蒸发量都很少。 上述所有处理

中， 除 ｅ０（１００）外， 其余各处理非冻结期潜水蒸发趋势和水面蒸发（ＥΦ２０）趋势基本一致。

图 １　 潜水蒸发过程线

Ｆｉｇ １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ｐｈｒｅａ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０（１００）潜水埋深为 ０ ｍ、 ＴＤＳ 为 １００ ｇ ／ Ｌ、 包气带为粉质黏土， 其潜水蒸发量过程线和大气蒸发能力

ＥΦ２０的过程线表现出相反趋势， 每年 ４ 月～１０ 月， 大气蒸发能力表现为由强变弱出现峰值， ｅ０（１００）的潜水

蒸发量却表现为由强减弱出现谷值。 大气蒸发能力最强时， ｅ０（１００）的潜水蒸发量基本上是最小值； 每年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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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次年 ３ 月初， 大气蒸发能力表现为由弱变强出现谷值， ｅ０（１００）的蒸发量却表现为由弱变强出现峰

值。 分析其原因： 当大气蒸发能力较强时， ｅ０（１００）因其水位埋深为 ０ ｍ， 基本上可以看作水面蒸发， 但其

潜水的 ＴＤＳ 较高， 潜水蒸发导致水中的盐分留在土壤表层， 盐分积聚地表后，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地表的蒸

发速率。 随着盐分在地表积聚， 逐渐形成一层盐结皮， 盐结皮的存在使土壤表面形成双层结构。 盐结皮的通

透性差， 特别是该盐结皮主要组成成分是 ＮａＣｌ， 其中 Ｎａ＋对水分有较强的吸附性， 使得从其下地层中蒸发出

来的水汽， 在通过盐结皮层时受到阻滞， 从而减少了潜水的蒸发量。 随着蒸发的延续， 盐结皮的厚度不断加

大， 对潜水蒸发的抑制作用也越明显［１３］。
研究区每年 １１ 月～次年 ３ 月为冻结期， 该时段内太阳辐射减弱、 气温降低， 大气蒸发能力下降。 但此

时研究区降雪量较大， 一般 １２ 月～次年 ２ 月底地面会被雪层覆盖。 积雪覆盖的存在一方面阻隔了地中热能

的向外散失， 另一方面积雪覆盖又延滞了外部气候条件对积雪覆盖下土壤热状况的影响［１４］。 此外随着溶液

中 ＮａＣｌ 浓度的升高， 溶液的冰点和结冰速度将降低， 当潜水的 ＴＤＳ 为 １００ ｇ ／ Ｌ 时， 其凝固点约为－６℃ ［１５］。
初步分析 ｅ０（１００）在冻结期出现潜水蒸发量增大的原因是积雪覆盖使得地温相对较高， 高盐度又使得地下水

结冰温度降低， 这样就造成在冻结期 ｅ０（１００）处理的潜水没有结冰或处于冰水混合状态。 由于该处理的潜水

埋深为 ０ ｍ， 和积雪直接接触， 潜水的 ＴＤＳ 较高， 即溶质势较高， 这样就可能造成高盐度潜水向盐度很低的

积雪中运移， 积雪结构蓬松， 可以容纳较多的水。

图 ２　 粉质黏土与细砂的潜水蒸发量对比

Ｆｉｇ ２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ｐｈｒｅａ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ｚｏｎｅ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ｌｔｙ ｃｌａ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ｓａｎｄ

２ ２　 土质对高盐度潜水蒸发的影响

由图 ２ 可知， 在潜水埋深和潜水 ＴＤＳ 相同的情况

下， 除图 ２（ａ）潜水埋深为 ０ ５ ｍ 的情况外， 其余总的

潜水蒸发趋势是包气带为粉质黏土的潜水蒸发量大于包

气带为细砂的潜水蒸发量， 这与前人研究的淡潜水蒸发

成果一致［１６］。 对于图 ２（ａ）， 潜水埋深为 ０ ５ ｍ 时， 包

气带为粉质黏土和细砂的潜水蒸发量各月相差不大， 两

者的过程线基本重合。 由此可知， 当潜水的 ＴＤＳ 为

３０ ｇ ／ Ｌ、 潜水埋深为 ０ ５ ｍ 时， 潜水蒸发量的大小基本

上不受包气带两种岩性（粉质黏土和细砂）差异的影响。
分析其原因是由于高盐度潜水在蒸发过程中， 产生的盐

分在土壤空隙间积累， 造成土壤结构的改变［１２］， 同时

由于潜水埋深只有 ０ ５ ｍ， 受外界大气蒸发能力的影响

相对其他埋深处理大， 这样就出现潜水的高 ＴＤＳ 和外

界大气蒸发能力的共同影响远大于由于包气带岩性的差

异对潜水蒸发造成的影响。
２ ３　 ＴＤＳ 对潜水蒸发的影响

由图 ３ 的潜水蒸发过程对比曲线可以看出， 在非冻

结期， 在包气带岩性和潜水位埋深相同的条件下， ＴＤＳ
为 ０ ８ ｇ ／ Ｌ 的潜水蒸发量都大于 ＴＤＳ 为 ３０ ｇ ／ Ｌ 的潜水蒸

发量。 由图 ３（ｃ）可以看出， 在非冻结期， 潜水蒸发量总体上的关系表现为 ｃ１ ０（０ ８） ＞ｃ１ ０（３０） ＞ｅ１ ０
（１００）， 即潜水蒸发量随着潜水 ＴＤＳ 的升高而降低。 由 ｃ１ ０（３０）和 ｅ１ ０（１００）潜水蒸发量对比可以看出， 在

非冻结期， 这两个处理试验后期的蒸发量与前期蒸发量相比有减小趋势。 分析其原因是在高盐度潜水条件

下， 潜水蒸发产生的盐分大量积累在土壤中， 盐分积累效应对土壤结构的影响要远大于其他像离子交换吸附

等可能发生作用的影响。 随着 ＮａＣｌ 不断在土壤颗粒间结晶积累， 逐渐填充了土壤中的部分空隙。 研究表明：
潜水的 ＴＤＳ 为 ３０ ｇ ／ Ｌ 时， 可使土体中等孔隙体积变小； 潜水的 ＴＤＳ 为 １００ ｇ ／ Ｌ 时， 可使土体较小孔隙体积

变小［１２］。 土壤孔隙体积减少就导致潜水向地表输送水汽通道减少， 在相同外界作用力的条件下， 输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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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就导致输送水量减少。 同时土壤中 ＮａＣｌ 的结晶积累使得土壤含盐量增加， Ｎａ＋对水有极强的吸附性， 随

着 Ｎａ＋的增加， 对水的蒸发抑制作用就越强。 以上原因导致了高盐度潜水蒸发量随时间的延续有减小的

趋势。
由图 ３（ｄ）可以看出， 对于潜水埋深 ３ ０ ｍ、 包气带为粉质黏土， ＴＤＳ 为 ３０ｇ ／ Ｌ 和 １００ｇ ／ Ｌ 的各月蒸发量

都较小， 且相同时间两者间的蒸发量相差也很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以后是表现出高盐度潜水蒸发量小于低盐度

的潜水蒸发量， 即 ＴＤＳ 为 １００ ｇ ／ Ｌ 的潜水蒸发量小于 ＴＤＳ 为 ３０ ｇ ／ Ｌ 的潜水蒸发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以前的非冻

结期， 两者的过程线基本上重合， ＴＤＳ 为 １００ ｇ ／ Ｌ 的潜水蒸发量总体上稍微大于 ＴＤＳ 为 ３０ ｇ ／ Ｌ 的潜水蒸发

量。 由图 ３（ｄ）中非冻结期两种 ＴＤＳ 处理表现出的这种现象可以推测， 当潜水埋深 ３ ０ ｍ 时， ＴＤＳ 的变化对

潜水蒸发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由于潜水埋深为 ３ ０ ｍ， 上部存在较厚的包气带， 且潜水蒸发量又较小， 潜水

中的盐分在土壤颗粒间结晶积聚的量也会较少。 这样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包气带土壤空隙中积聚足够的盐

分， 只有土壤空隙中的盐分积聚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表现出对潜水蒸发的抑制作用。 由图 ３（ｄ）还可以看出，
ＴＤＳ 为 １００ ｇ ／ Ｌ 潜水蒸发量随时间的延续而减小的幅度要比 ＴＤＳ 为 ３０ ｇ ／ Ｌ 的大， 即高 ＴＤＳ 更快地在土壤中积

累盐分达到抑制潜水蒸发的作用。 所以与潜水埋深较浅的处理相比， 当潜水埋深为 ３ ０ ｍ 时， 潜水 ＴＤＳ 的变

化对潜水蒸发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图 ３　 粉质黏土在不同 ＴＤＳ 下潜水蒸发量对比

Ｆｉｇ ３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ｐｈｒｅａ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Ｄ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ｚｏｎｅ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ｌｔｙ ｃｌａｙ

３　 结　 　 论

（１） 当潜水埋深大于 ０ ５ ｍ 时的包气带岩性对高盐度潜水蒸发量的影响关系和淡水情况下的影响关系基

本一致。
（２） 潜水埋深 ０ ５ ｍ、 ＴＤＳ 为 ３０ ｇ ／ Ｌ 时， 包气带岩性的差异对潜水蒸发量大小的影响远小于由于潜水的

高 ＴＤＳ 和外界大气蒸发能力对潜水蒸发共同造成的影响。
（３） 潜水埋深 ０ ｍ、 ＴＤＳ 为 １００ ｇ ／ Ｌ、 包气带为粉质黏土时， 年内潜水蒸发趋势和大气蒸发能力 ＥΦ２０的趋

势正好相反。
（４） 潜水埋深 ０ ５～１ ０ ｍ 时， 在非冻结期随着 ＴＤＳ 的升高， 潜水蒸发量逐渐减小。
（５） 潜水埋深 ３ ０ ｍ 时， 潜水 ＴＤＳ 的变化对潜水蒸发抑制作用存在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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