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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包气带土壤水运移过程是黄土高原生态修复中亟需回答的关键科学问题。 环境同位素方法可获取其他方法

难以获取的水文过程信息。 通过对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羊圈沟小流域降水、 包气带 ０～１５０ ｃｍ 土壤水和绣线菊（Ｓｐｉ⁃
ｒａｅａ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木质部水等样品的同位素 δＤ 和 δ１８Ｏ 进行测定。 结果表明： 羊圈沟小流域降水同位素组成受蒸发作

用影响较大， 呈现明显分馏效应。 包气带土壤水、 降水与木质部水同位素组成存在明显月份变化特征。 降水是土

壤水的主要补给来源， 灌丛的水分利用来源主要为降水和土壤水， 符合降水⁃土壤水⁃植被水的运移特征。 灌丛木质

部水和 ２０～４０ ｃｍ 土壤水 δＤ 和 δ１８Ｏ 最为接近， ２０～４０ ｃｍ 土壤水是灌丛水分利用的主要来源。 研究揭示了包气带土

壤水运移过程及植物水分利用来源， 为土壤水运移过程、 模型结构与参数识别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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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气带土壤水作为降水、 地表水、 植物水、 地下水转化的纽带， 其运移过程在生态系统修复重建中至关

重要。 由于包气带土层深厚， 水文过程复杂， 目前包气带土壤水运移过程模拟研究还较薄弱。 近年来， 随着

同位素方法在生态水文学中的广泛应用， 特别是对生态系统主要生态过程和水文过程的定量刻画， 为土壤水

运移过程甄别提供了有效手段， 可通过测定在不同水体中的同位素组成， 揭示各水体的转换路径、 补给来源

以及利用比例等［１⁃５］。 目前研究通过测定降水、 地下水、 地表水、 土壤水中的氢氧同位素组成， 研究水分的

补给来源和转化规律［６⁃７］。 根据监测数据， 结合活塞流指数模型、 指数模型、 弥散模型、 线性模型和线性活

塞流模型等模型模拟， 来研究土壤水运动特征。
黄土高原生态修复主要受水分条件制约， 决定了植被的构成与分布［８⁃１０］。 黄土高原地下水埋藏较深， 对

植被补给甚微［１１⁃１２］， 降水转化的土壤水即成为植被赖以生存的基础［１３⁃１４］。 草地和灌丛是黄土高原地区分布

最为广泛的植被系统， 面积达 ３１ ７８ 万ｋｍ２， 占总面积 ５０％左右。 草灌生态系统能否持续健康是黄土高原生

态建设中亟需回答的问题［１５⁃１６］。 本研究通过分析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包气带不同深度土壤水、 植物根系、
木质部等的同位素 δＤ 和 δ１８Ｏ 特征， 解析其变化规律， 揭示土壤水运移过程， 甄别植物水分来源， 为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区的生态修复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羊圈沟小流域（３６°４１′３０″Ｎ—３６°４２′４５″Ｎ， １０９°３０′４０″Ｅ—１０９°３１′４５″Ｅ）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 总面积

２０２ ｋｍ２， 属于典型黄土丘陵沟壑区， 基本地貌类型为黄土梁和黄土沟， 土壤类型以黄土母质上发育的黄绵

土为主， 因坡度较陡（最大为 ７２ ６°， 平均为 ２９ ５°）， 水土流失严重（图 １）。 该流域平均海拨为 １ ０５０ ～
１ ２９５ ｍ， 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５３５ ｍｍ， 多集中在 ７—９ 月， 且年际变率大。 由



５３０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７ 卷　

于人为活动干扰， 该流域内自然植被已被严重破坏， 当前植被多为人工种植形成的次生植被［１７］。

图 １　 羊圈沟小流域地理位置与样点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ｊｕａｎｇｏｕ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样品采集及现场测定

根据羊圈沟小流域立地条件， 选择优势种绣线菊为研究对象， 采集不同深度植物根系与木质部以及其土

壤剖面 ０～１５０ ｃｍ 的土壤。 在植物生长季（５—１０ 月）， 采集 １０ ｃｍ、 ２０ ｃｍ、 ４０ ｃｍ、 ６０ ｃｍ、 ８０ ｃｍ、 １００ ｃｍ、
１２０ ｃｍ 和 １４０ ｃｍ 深度位置土壤及绣线菊根、 茎样品。 土样和植物样于－２０ ℃条件下冷藏密封保存。 每间隔

１０ ｃｍ 利用 ＴＲＩＭＥ⁃Ｔ３ 土壤剖面含水量测量系统（ＩＭＫＯ， 德国）监测土壤水分， 并于采样的同时利用时域反射

仪（ＴＤＲ）现场测定这 ８ 个深度的土壤含水量， 测定重复 ６ 次。 降水样用降水同位素采集器取样后， 立即密封

于样品瓶中， 于 ４ ℃冷藏保存待测。
２ ２　 实验室分析测定

低温真空蒸馏法（抽真空至 ６０ ＭＴ 以下）提取采集的土壤、 木质部、 根系与枝条等样品的水分， 通过加

热套加热到 １０５ ℃以后汽化， 汽化后的水汽在－５０ ℃（液氮）用冷冻水分收集管收集。 同位素比值用重同位素

含量与轻同位素含量之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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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Ｄ 和 δ１８Ｏ 用 ＧＶ ＩＳＯＰＲＩＭＥＴＭ 型气体同位素比值质谱仪在线测定， δ１８Ｏ 和 δＤ 的实验误差分别

为±０ １‰和±０ ４６‰。 上述测定均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进行。 对各类样品同位素数据进

行相关分析， 并对土壤含水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测得平均值和标准差。

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降水氢氧同位素组成分析

羊圈沟小流域降水的同位素 Ｄ 组成变化范围为 － １２２ ６‰ ～ － ６６ ８‰， 平均值 ±标准差为 － ６５ ８６‰±
８ ０６‰； δ１８Ｏ 变化范围为－１７ ６４‰～ －５ ９８‰， 平均值±标准差为－９ ３１‰±１ ０５‰。 根据所测的 δＤ 和 δ１８Ｏ
拟合出羊圈沟小流域当地降水线（ＬＭＷＬ）， 并与全球降水线（ＧＭＷＬ）进行比较：

当地降水线（ＬＭＷＬ）： δＤ ＝ ７ ６２δ１８Ｏ ＋ ５ ０３　 　 　 　 （Ｒ２ ＝ ０ ９９） （１）
全球降水线（ＧＭＷＬ）： δＤ ＝ ８ １７δ１８Ｏ ＋ １０ ３５ （Ｒ２ ＝ ０ ９８） （２）
分析表明， 羊圈沟小流域的 ＬＭＷＬ 斜率和截距均小于 ＧＭＷＬ， 说明该流域降水同位素组成在降水过程

中受到一定的蒸发分馏作用影响。 羊圈沟小流域属黄土丘陵区， 远离海岸， 空气湿度相对较低。 因此， 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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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受蒸发作用影响， 加上气温高， 蒸发量大， 同位素之间的平衡被破坏， 产生非平衡蒸发。 截距随斜率

减小而降低说明该区域气候干燥， 空气湿度低， 存在二次蒸发， 导致重同位素在降水中富集［１８⁃２０］。
３ ２　 土壤水运移过程

羊圈沟流域不同深度土壤水 δ１８Ｏ 和 δＤ 变化范围分别为－１５ ６３‰～ －５ ６５‰和－８７ ５９‰～ －３６ ６７‰， 平

均值±标准差分别为－１０ ８８‰±１ ２３‰和－７５ ３１‰±６ ３６‰。 在 ０ ０５ 显著水平上， 降水和土壤水 δ１８Ｏ 和 δＤ
显著相关（ｐ＝ ０ ０３５，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 包气带土壤水同位素组成分布在当地降水线附近（图 ２）， 说明降

图 ２　 羊圈沟小流域降水、 土壤水与

木质部水同位素组成特征

Ｆｉｇ ２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ｘｙｌ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水是羊圈沟流域土壤水的主要补给来源， 降水下渗后转为土壤水， 并

受蒸发过程影响， 不断富集 Ｄ 和１８Ｏ， 使得土壤水 Ｄ 和１８Ｏ 含量较高。
降水和土壤水的 δ１８Ｏ 和 δＤ 变化遵循逐渐富集的特征， 符合蒸发分馏

能力在各类水体中影响其衰减的规律［２１］和降水⁃土壤水的转化途径。 与

该流域包气带较厚， 地下水埋藏较深， 蒸发作用较强， 地表径流较少

等立地条件相吻合。 绣线菊木质部水的δ１８Ｏ 和 δＤ变化范围为－１５ ５８‰
～ －６ ５７‰和－１１０ ３５‰～ －４９ １４‰， 平均值分别为－８ ４１‰±０ ８３‰和

－７１ ３６‰±５ ３７‰。 在 ０ ０５ 显著水平上， 土壤水和木质部水 δ１８ Ｏ 和

δＤ 显著相关（ｐ＝ ０ ０４２，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 在 ０ １ 显著水平上， 降

水和木质部水 δ１８Ｏ 和 δＤ 相关（ｐ ＝ ０ ０８３，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 表明

绣线菊主要利用土壤水， 降水入渗的水分也是其补给途径。 图 ２ 显示

木质部水的 δ１８Ｏ 和 δＤ 均位于当地降水线之下， 也表明绣线菊吸收的

水分来自降水和土壤水两种水源， 即水分运移满足降水⁃土壤水⁃植物水转化途径。
在植物生长季， 降水、 土壤水和木质部水三者的同位素组成随月份变化均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 降水

表现尤为突出（图 ３）。 自 ５ 月份始， 降水、 土壤水和木质部水同位素 δ１８Ｏ 和 δＤ 均呈现富集趋势， 在 ８ 月份

时达到最高值， 之后呈下降趋势。 且 ９ 月份和 １０ 月份 δ１８Ｏ 和 δＤ 均高于 ５—７ 月， 这与羊圈沟小流域的气候

条件（气温从 ５ 月份开始逐渐回升， 在 ８ 月份达到最高， 之后逐渐降低）相吻合。 此外， 降水同位素组成变化

幅度大于土壤水和木质部水（图 ３）， 且在气温最高的 ８ 月份与二者有交叉， 这是因为羊圈沟小流域降水主要

集中在 ７—９ 月份， 且 ７—９ 月份气温变化明显。 土壤水和木质部水变化幅度较为一致， 且木质部水的 δ１８Ｏ
和 δＤ 均高于土壤水， 说明水分运移满足降水⁃土壤水⁃木质部水的转化途径， 在 ７—９ 月份木质部水有降水和

土壤水两个补给来源。

图 ３　 降水、 土壤水与木质部水同位素组成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ｘｙｌ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不同深度土壤水 δ１８Ｏ 和 δＤ 平均值±标准差在 ５ 月份为－１３ ０８‰±０ ８４‰和－９８ ０８‰±５ ２８‰， 在 ７ 月份

为－１０ ０２‰±０ ５８‰和－５８ ５２‰±２ ６６‰， 在 ９ 月份为－９ ９５‰±０ ６７‰和－５６ １３‰±５ ６１‰， 呈现出 ９ 月＞７
月＞５ 月的变化趋势（图 ４（ ａ）， 图 ４（ｂ））。 这 ３ 个月土壤含水量平均值±标准差依次为 １１ ０４％ ±１ ６６％、
１８ １８％±１ ８２％和 ２３ ５６％±１ ２７％， 即 ９ 月＞７ 月＞５ 月（图 ４（ｃ））。 ５—１０ 月份， 降水、 土壤水和木质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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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深度土壤水的同位素组成和土壤含水量

Ｆｉｇ ４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氢氧同位素组成由于受蒸发影响强弱不同， 而随月份呈现出相同的变化特征。 在气温最高的 ８ 月份蒸发作用

最强， 导致重同位素最为富集。 主要原因是 ５ 月份气温开始回升， 植被开始生长， 对水分利用增加， 而降水

量较少， 土壤处于失水期； ７ 月份降水量增多， 植被生长处于旺盛期， 蒸腾作用加强， 对水分利用增加， 而

此时气温较高， 土壤水受地表蒸发作用影响， 富集重同位素； ９ 月份植物生长对土壤水的利用程度相对减

弱， 并且土壤含水量相对 ７ 月份升高， 但此时蒸发作用依然强烈， 重同位素仍然富集。
３ ３　 植物水分利用来源分析

如图 ４ 所示， 羊圈沟小流域不同月份 ０～２０ ｃｍ 土壤水的 δ１８Ｏ 和 δＤ（图 ４（ａ）， 图 ４（ｂ））以及土壤含水量

（图 ４（ｃ））变化幅度均大于 ２０～６０ ｃｍ， 且变化趋势相似， 说明 ２０ ｃｍ 以上土壤水受降水补给作用以及强蒸发

效应影响， 为水分活跃层。 ２０～６０ ｃｍ 是灌丛根系发达的土层， 土壤水受降水补给作用的影响相对减弱。 但

气温高的月份， 受蒸发作用影响， 降水依然富集同位素导致土壤水重同位素组成富集。 ６０ ～ ８０ ｃｍ 之间土壤

水的 δ１８Ｏ 和 δＤ 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除受降水补给的影响外， 其灌丛根系分布亦存在差异。 研究发现羊

圈沟小流域 ６０ ｃｍ 以下灌丛根系数量随土层增加逐渐削减， 且根系分布不均， 对土壤水利用程度较弱， δ１８Ｏ
和 δＤ 变化幅度减小。

图 ５　 不同深度植物木质部水和土壤中 δ１８Ｏ 和 δＤ 变化

Ｆｉｇ 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δ１８Ｏ ＆ δ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ｘｙｌ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通过对羊圈沟小流域不同深度土壤水和绣线菊木质部水同位素组成特征进行比较分析， 得知随着土层

深度增加， 木质部水和土壤水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变化趋势一致（图 ５）， 且木质部水的同位素 Ｄ 和１８Ｏ 组成比土壤

水略为富集， 符合植物水分利用运移特征。 由图 ５ 可知， ０～２０ ｃｍ 浅层土壤受蒸发作用影响较大， 土壤水同

位素 δＤ 和 δ１８Ｏ 较为富集， 灌丛利用的水分不仅来源于土壤水， 亦受降水的直接补给。 木质部水同位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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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８Ｏ 和 ２０～４０ ｃｍ 之间土壤水最为接近， 原因在于羊圈沟小流域灌丛根系分布较浅， ２０ ～ ４０ ｃｍ 灌丛根系增

多， 吸水作用增强， 使 ２０～４０ ｃｍ 之间的土壤水是灌丛水分利用的主要来源。 ４０ ｃｍ 之下随着土层深度增加，
蒸发作用减弱， 植被根系分布不均， 根系吸水作用减弱， δＤ 和 δ１８Ｏ 差异呈增大趋势。 因此， 羊圈沟小流域

２０～４０ ｃｍ 之间的土壤水是灌丛水分利用的主要来源。

４　 结　 　 论

羊圈沟小流域降水同位素组成受蒸发作用影响较大， 蒸发分馏明显。 在植被生长季， 土壤水、 降水与木

质部水同位素组成存在明显的月份变化规律； 降水是该流域土壤水的主要补给来源； 灌丛的水分利用来源主

要为降水和土壤水， 土壤水运移符合降水⁃土壤水⁃植被水的运移过程。 羊圈沟小流域植物木质部水同位素组

成 Ｄ１８Ｏ 与 ２０～４０ ｃｍ 之间土壤水最为接近， 灌丛水分利用来源主要是 ２０～４０ ｃｍ 土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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