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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掌握水库热分层与氢氧同位素空间分布的关系， 研究了广西兴安县五里峡水库夏季氢氧同位素空间分布

特征及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 ① 五里峡水库夏季出现明显的热分层， 库表层至－５ ｍ 为表水层， －５ ｍ 至－２０ ｍ 为温

跃层， －２０ ｍ 以下为底温层； ② 五里峡水库 δ１８Ｏ、 δＤ 值沿大气降水线分布， 但均落在桂林市大气降水线右下方，
其线性方程为 δＤ＝ ４ ６６δ１８Ｏ－１０ ８５（Ｒ２ ＝ ０ ７６）， 其斜率与全球大气降雨线（ＧＭＷＬ）和桂林市降雨线（ＣＬＭＷＬ）的斜

率和截距差异明显， 表明五里峡水库主要由降水补给， 但在补给五里峡水库前已经过了强烈的蒸发作用和水岩作

用； ③ δ１８Ｏ、 δＤ 随水深的增加逐渐偏负， 具有表水层＞入库水体＞温跃层＞底温层＞出库水体（＞表示偏正）的垂向分

布特征。 分析认为入库水体氢氧同位素的季节变化和蒸发作用随深度增加而降低是五里峡水库夏季分层期间水体

氢氧同位素垂向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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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 湖泊水体 δ１８Ｏ、 δＤ 可以反映流域降水、 蒸发、 水文状况等特性， 对于揭示水库、 湖泊水文平衡、
区域水文循环及水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１⁃２］。 目前国内外一些工作重点关注利用氢氧稳定同位素质量平衡

方法研究天然湖泊水体水平衡［３⁃４］。 早期 Ｐｅａｒｓｏｎ 和 Ｃｏｐｌｅｎ［５］ 揭示影响湖泊水量平衡和同位素平衡的因素众

多， 使得水体 δ１８Ｏ 随时间的推移变化多端； 随后 Ｇｏｎｆｉａｎｔｉｎｉ［６］将湖水蒸发过程中稳定同位素分馏应用于湖泊

水量平衡研究， 建立了湖水同位素平衡方程。 Ｇｉｂｓｏｎ 和 Ｒｅｉｄ［７］ 的最近研究表明， 长时间序列的湖水氢氧同

位素监测可以很好地反演湖泊水量平衡的年内和年际变化。 和国外相比， 近年来中国在湖泊或水库同位素水

文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章新平和姚檀栋［８］ 利用稳定同位素方法对青海湖的蒸发进行了估算， 同

时讨论了湖泊蒸发量和不同水体中稳定同位素组成的关系， 后期又揭示了水体稳定同位素组成与剩余水比

率、 温度和大气相对湿度的关系［９］。 臧垭琳等［１０］也揭示了青藏高原羊卓雍错表层湖水的 δ１８Ｏ 和过量氘存在

空间变异， 湖水在垂直方向上充分混合的水循环特征。 一般情况下， 利用氢氧同位素对水库和湖泊进行水量

平衡计算， 往往把水库和湖泊看作一个完全混合的整体［８］， 或取不同层上两个水体混合作为水库、 湖泊氢

氧同位素的平均值［７］， 但许多深水水库、 湖泊都会形成垂向的密度分层， 这样的分层常常可以在年内维持

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１１］。 有研究表明分层型水库、 湖泊氢氧同位素同样出现了分层现象， 高晶等［１２］的研究

发现湖水的 δ１８Ｏ 值随深度增加逐渐增大； Ｇａｔ ［１３］对 Ｔｉｂｅｒｉａｓ 湖的研究发现其水体氢氧同位素存在分层现象。
当水体氢氧同位素存在分层情况时， 利用其进行水量平衡计算往往会造成一定的误差［７］。 总体来看， 目前

国内外有关分层型水库、 湖泊水体氢氧同位素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非常少， 对影响水库、 湖泊氢氧同位素分

层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了解还不够深入。 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广西五里峡水库为深水型半岩溶水库， 具有显著的

季节性分层现象， 夏季热分层使得库区上下水体交换不畅， 对氢氧同位素的空间分布可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

以五里峡水库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夏季出、 入库水体及不同深度的库区水体的氢氧稳定同位素分析， 研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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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分层期间氢氧同位素空间分布特征、 影响因素及其环境意义， 进一步深化对分层型水库水循环过程的科学

认识， 为水库、 湖泊水量平衡计算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五里峡水库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 库区长约 １０ ５ ｋｍ， 流域面积 ３４０ ｋｍ２， 库容约 １ ０８０ 亿ｍ３， 为地表

图 １　 五里峡水库采样点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Ｗｕｌｉｘｉ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水补给的半岩溶型水库， 其集水区漠川河流域及库区的

中、 上游部分均位于岩溶区， 岩溶区面积占水库库区总

面积的 ４５％， 主要岩溶地貌为峰丛谷地。 水库所处区域

属于 亚 热 带 季 风 气 候， 雨 量 充 沛， 年 均 降 水 量 为

１ ８６８ ０ ｍｍ， 年均气温 １９ ５ ℃。 大气降水主要集中在

４—６ 月， 受到夏季风的影响， 此 ３ 个月大气降水量占全

年大气降水总量的 ６４ ６％， 而 １—４ 月、 １０—１２ 月， 冬季

风盛行［１５］， 降水相对较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中旬选择五里峡水库入库河流、 库尾、

库中、 坝前、 坝下等位置， 在垂直剖面上每隔 ２ ５ ｍ（根
据各点实际深度确定取样个数）利用定深采样器（德国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Ｓ 公司 Ｒｕｔｔｎｅｒ 标准水样采集器）进行现场分

层采样、 监测， 采样点见图 １。 现场用 ＷＴＷ ３４３０ 多参数

水质测定仪 （德国 ＷＴＷ 公司） 测定水温 （ Ｔ）、 溶解氧

（ＤＯ）、 ｐＨ 值， 各 指 标 测 试 精 度 分 别 为 ０ １ ℃、
０ ０１ ｍｇ ／ Ｌ、 ０ ００１ ｐＨ 单位， 阴阳离子的采集及测试方法

参考文献［１４］。 取 ３０ ｍＬ 水样储存于高密度聚乙烯瓶中，
不留气泡， 盖紧后用封口胶密封， 用于测定水体δ１８Ｏ、
δＤ。 水体 δ１８Ｏ、 δＤ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岩

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测定， 分析仪器为采用离轴整合积

分腔光谱输出技术（ＯＡ２ＩＣＯＳ）的液态水稳定同位素分析

仪（ＬＷＩＡ⁃２４⁃ｄ， Ｌｏｓ Ｇａｔｏ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ＳＡ）。 δ１８Ｏ、 δＤ 测

试结果均以 Ｖ⁃ＳＭＯＷ 标准给出。 δ１８ Ｏ、 δＤ 精度分别为

±０ ２‰和±０ ６‰。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水体热分层

热分层是静水水体如湖泊、 水库不同于流动水体如河流的一个重要特征， 五里峡水库介于暖多次混合型

和不连续的暖单次混合型之间［１４］， 从图 ２（ａ）可以看出， 五里峡水库库区已出现明显的热分层。 根据水温随

水深的变化速率， 可分为 ３ 层： ① 表水层： 库表层至－５ ｍ， 水温 ２７ ５ ～ ２７ ７ ℃， 平均 ２７ ５４ ℃， 温差 ０ ２
℃， 水温较高但温差较小； ② 温跃层： －５ ｍ 至－２０ ｍ， 水温 ２４ ０ ～ ２８ ５ ℃， 平均 ２５ １８ ℃， 水温随水深增

加迅速下降， 等水温线比较密集， 层理性明显； ③ 底温层： －２０ ｍ 以下， 水温 ２４ ３ ～ ２３ ４ ℃， 平均 ２３ ８４
℃， 温差 ０ ９ ℃， 等水温线比较稀疏， 层理性被打破， 局部区域出现冷水团。 受水库热分层影响水库 ｐＨ 和

溶解氧（ＤＯ）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图 ２）， 表水层 ｐＨ 和 ＤＯ 随水深增加而减少， 温跃层 ｐＨ 和 ＤＯ 随水深增

加先减后增， 底水层 ｐＨ 和 ＤＯ 相对比较稳定， 这表明五里峡水库不同层位的水质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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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五里峡水库水体理化性质及氢氧同位素垂向分布

Ｆｉｇ 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ｏｘｙｇｅ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ｉｎ Ｗｕｌｉｘｉ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２ ２　 水库 δ１８Ｏ、 δＤ 值基本特征

五里峡水库夏季分层期 δ１８ Ｏ 变化范围为 － ６ ７４‰ ～ － ４ ６８‰， 平均为 － ５ ７８‰； δＤ 变化范围为

－４３ ０８‰～ －３２ ８４‰， 平均为 － ３７ ８１‰。 入库水体 Ｒ１ 和 Ｒ２ 的 δ１８ Ｏ、 δＤ 分别为 － ５ ４７‰、 － ３７ ６４‰和

－５ １３‰、 －３２ ８４‰， 平均为－５ ３０‰、 －３５ ２４‰。 桂林全年大气降水 δＤ 值介于＋１０‰～ －８０‰之间， δ１８Ｏ
介于－１‰～ －１１‰之间［１６］。 由此看出， 水库水体 δ１８Ｏ、 δＤ 值的变化幅度远小于桂林市地区大气降水 δ１８Ｏ、
δＤ 变化幅度， 平均值介于桂林市夏季与冬季大气降水 δ１８Ｏ、 δＤ 平均值之间。

图 ３ 为五里峡水库夏季分层期间的 δ１８Ｏ 与 δＤ 关系图， 全球大气降水线（ＧＭＷＬ）采用 ＩＡＥＡ 的全球大气

降水同位素方程（δＤ＝ ８ １３δ１８Ｏ＋１０ ８）建立， 区域大气降水线（ＣＬＭＷＬ）采用涂林玲等［１６］ 建立的桂林市大气

降水方程（δＤ＝ ８ ４２δ１８Ｏ＋１６ ２８）。 图 ３ 显示五里峡水库水体大体沿全球大气降水线分布， 但均落在桂林市大

气降水线右下方， 形成的线性方程（ＷＬＸ）为 δＤ ＝ ４ ６６δ１８Ｏ－１０ ８５（Ｒ２ ＝ ０ ７６）， 其斜率与 ＧＭＷＬ 和 ＣＬＭＷＬ
的斜率和截距差异明显， 与 ＣＬＭＷＬ 的交点为（－７ ２１， －４４ ４７）， 接近桂林市夏季降水氢氧同位素值［１６］， 表

明五里峡水库主要由夏季降水补给。
文献［１６］研究揭示受夏季风和台风影响桂林市降水 ６—１０ 月氘盈余值（ｄｅｘｃｅｓｓ）较小， 多年平均为 １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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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冬季风影响每年 １１ 月到次年 ４ 月 ｄｅｘｃｅｓｓ较高， 多年平均为 １６ ８‰。 五里峡水库夏季分层期库区 ｄｅｘｃｅｓｓ介于

３ ６５‰～１２ ４０‰之间， 其平均值（８ ４７‰）远低于桂林市夏季与冬季降水的 ｄｅｘｃｅｓｓ， 两个入库水体 Ｒ１、 Ｒ２ 的

ｄｅｘｃｅｓｓ分别为 ８ ２０‰和 ６ １２‰， 同样远低于桂林市夏季与冬季降水的 ｄｅｘｃｅｓｓ。 文献［１７⁃１９］研究揭示， 大气降

雨转变成地下水的运动过程中与含水介质可发生氧同位素交换， 使得水体 ｄｅｘｃｅｓｓ呈下降趋势， 因此， ｄｅｘｃｅｓｓ也

被用来反映某一区域内水⁃岩氧同位素交换的程度。 通过水化学特征 Ｇｉｂｂｓ 图（图 ４） ［２０］， 表明五里峡水库水

体均在 Ｇｉｂｂｓ 图的中间部位， 即表示水体水化学特征的形成主要受水岩作用控制。 五里峡水库集水区位于岩

溶区， 特殊的岩溶地质结构使得降水快速转化成地下水， 并补给地表河流和水库， 因此， 岩溶含水介质内的

水岩作用可能造成水库水体向富１８Ｏ 方向漂移［１１］， 进而使得水库水体 ｄｅｘｃｅｓｓ低于桂林市夏季与冬季降水的

ｄｅｘｃｅｓｓ值。

图 ３　 五里峡水库 δ１８Ｏ 与 δＤ 分布

Ｆｉｇ ３ Ｃｒｏｓｓ ｐｌｏｔ ｏｆ δ１８Ｏ ｖｓ． δＤ ｉｎ Ｗｕｌｉｘｉ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图 ４　 五里峡水库水化学 Ｇｉｂｂｓ 图
Ｆｉｇ ４ Ｈｙｄ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Ｇｉｂｂｓ ｐｌｏｔ ｉｎ Ｗｕｌｉｘｉ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２ ３　 水库 δ１８Ｏ、 δＤ 值的垂向分布特征
受水库热分层的影响， 五里峡水库库区 δＤ、 δ１８Ｏ 随水深变化的垂向分布情况如图 ２（ｄ）、 图 ２（ｅ）所示。

整体上 δ１８Ｏ 与 δＤ 表现出随水深的增加逐渐偏负的相似变化趋势。 对 δ１８Ｏ、 δＤ 与水深（Ｈ）进行线性回归分

析得到： δ１８Ｏ＝－０ ０１９ ７Ｈ－５ ５１０ １（Ｒ２ ＝ ０ ２０３）； δＤ＝ －０ １７２ ８ Ｈ－３５ ４１１（Ｒ２ ＝ ０ ５６８）， 水库 δ１８Ｏ 随水深的

变化率为－０ ０１９ ７ ‰ ／ ｍ， δＤ 随水深的变化率为－０ １７２ ８ ‰ ／ ｍ， 可以看出 δＤ 的变化趋势要比δ１８Ｏ的变化趋

势更显著。 δ１８Ｏ、 δＤ 与水深的关系表明， 五里峡水库水体混合不均匀， 不同层位 δ１８Ｏ、 δＤ 分馏程度有所

差异。
图 ５ 显示了入库水体、 出库水体及不同层位 δ１８Ｏ、 δＤ 的分布情况及线性方程。 δ１８Ｏ、 δＤ 表现出： 表水

层＞入库水体＞温跃层＞底温层＞出库水体（ ＞表示偏正）的垂向分布特征。 水库各层斜率在 ３ ２４ ～ ３ ８３ 之间，
表水层斜率（３ ２４） ＜底温层斜率（３ ８０） ＜温跃层斜率（３ ８３）。 线性方程相关系数： 表水层（０ ８２） ＞底温层

（０ ７３）＞温跃层（０ ５８）， 表明表水层和底温层水样点相比温跃层水样点分布比较集中， 表水层和底温层水体

性质比较均匀， 温跃层水体性质差异较大。
如图 ２（ｆ）所示， 在垂直剖面上 ｄｅｘｃｅｓｓ 波动较大， 并未出现层理性分布， 且与水深的关系并不显著

（ｄｅｘｃｅｓｓ ＝ －０ ０１５ ３Ｈ＋８ ６６９ ５， Ｒ２ ＝ ０ ００５ ３）， 可能是因为入库水体在补给五里峡水库前曾经历过水岩作用，
从而导致入库水体 ｄｅｘｃｅｓｓ降低， 进入水库后与碳酸盐岩接触较少， 因此 ｄｅｘｃｅｓｓ未发生分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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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五里峡水库 δ１８Ｏ 与 δＤ 分层关系

Ｆｉｇ ５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δ１８Ｏ ｖｓ． δＤ ｉｎ Ｗｕｌｉｘｉ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分析认为五里峡水库 δ１８Ｏ、 δＤ 垂向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 ２ 种：
（１） 蒸发作用　 由于强烈的太阳辐射和温度升高， 水体同位素具有明显的蒸发富集现象， 水中稳定同

位素变化比较大［１１］。 五里峡水库中游表水层水温最高（图 ６（ａ））， 此区域相对富集重同位素（图 ６（ｂ）、 图 ６
（ｃ））， 可能是由于此区域水温较高， 蒸发效应强所造成。 蒸发线斜率大小主要取决于空气中的相对湿度，
净蒸发线斜率范围通常为 ３ ５～６ ０［２２］。 Ｇａｔ 和 Ｇｏｎｆｉａｎｔｉｎｉ［２３］的计算结果表明， 当湿度很低时（大约 ２５％）， 净

图 ６　 水温、 δ１８Ｏ 与 δＤ 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δ１８Ｏ ａｎｄ δＤ ｉｎ Ｗｕｌｉｘｉ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蒸发线斜率接近 ４， 当湿度大约为 ７５％时， 净蒸发线斜率大于 ５， 而当湿度为 ９０％时， 净蒸发线斜率接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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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年蒸发量为 １ ０３７ ５～ １ ５６３ ９ ｍｍ，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７６％ ～８２％， 根据 Ｇａｔ 和 Ｇｏｎｆｉａｎｔｉｎｉ［２３］的理论计

算， 五里峡水库水体 δ１８Ｏ 和 δＤ 的线性方程的斜率应大于 ５， 但五里峡水库水体 δ１８Ｏ 和 δＤ 的线性方程的斜

率为 ４ ６６（图 ３）， 低于根据湿度计算的理论蒸发线斜率， 表明五里峡水库除受湿度影响产生蒸发效应外， 还

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２） 降水同位素的季节变化 　 由于水气来源的不同降雨中的稳定同位素值在年内具有明显的季节变

化［１６，２４］， 降雨同位素季节变化是影响入库水体同位素组成变化的主要因素。 地区降水线与湖泊、 水库蒸发

线的交点可以代表未经分馏降水同位素初始值［１１］。 通过联立方程解得， 表水层、 温跃层和底温层的 δ１８Ｏ、
δＤ 关系方程线与桂林市大气降水线（ δＤ ＝ ８ ４２δ１８ Ｏ＋１６ ２８）的交点（ δ１８ Ｏ， δＤ）分别为表水层（ － ６ ５８‰，
－３９ １５‰）＞温跃层（－６ ９４‰， －４２ １６‰）＞底温层（－７ ３１‰， －４５ ２３‰）， 这表明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水库中

不同层位的水体在入库时氢氧同位素组成就存在差异， 入库后并未充分混合， 因此， 发生了明显的分层

现象。

３　 结　 　 论

（１） 五里峡水库 δ１８Ｏ、 δＤ 值大体沿全球大气降水线分布， 但均落在桂林市大气降水线右下方， 水库水

体线性方程（ＷＬＸ）为 δＤ＝ ４ ６６δ１８Ｏ－１０ ８５， 其斜率与全球大气降雨线（ＧＭＷＬ）和桂林市降雨线（ＣＬＭＷＬ）的
斜率和截距差异明显， ｄｅｘｃｅｓｓ介于 ３ ６５‰～ １２ ４０‰之间， 其平均值（８ ４７‰）低于桂林市夏季与冬季降水的

ｄｅｘｃｅｓｓ， 表明五里峡水库主要由降水补给， 但在补给五里峡水库前经过了强烈的蒸发作用和水岩作用。
（２） δ１８Ｏ、 δＤ 随水深的增加逐渐偏负， 具有表水层＞入库水体＞温跃层＞底温层＞出库水体（＞表示偏正）

的垂向分布特征。 分析认为五里峡水库表水层水体富集重的氢氧同位素主要是因为表层水体水温较高， 在太

阳辐射下蒸发作用明显， 蒸发过程中同位素相对较轻的水汽会先蒸发， 剩余的水体富集重同位素； 底水层水

体富集轻的氢氧同位素主要是因为不同层位的水体由不同季节的降水所补给， 而补给底水层的水体富集较轻

的氢、 氧同位素， 由于底水层水温较低， 密度较大， 不利于与入库水体相混合， 加上位于水库底部受太阳辐

射影响较少， 蒸发强度低， 分馏作用不明显， 因此保留着富集轻的氢、 氧同位素的特征。

参考文献：

［１］ ＧＩＢＳＯＮ Ｊ Ｊ， ＰＥＲＰＡＳ Ｅ Ｅ， ＭＣＥＡＣＨＥＲＮ 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ａｋ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ｌｏｗ， ｒｅｃｉ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ｒｕｎｏｆｆ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ｂｏｒｅａｌ ｌａｋ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２６２（１）： １２８⁃１４４．

［２］ ＶＡＬＬＥＴ⁃ＣＯＵＬＯＭＢ Ｃ， ＧＡＳＳＥ Ｆ， ＳＯＮＺＯＧＮＩ Ｃ．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ｕｒ ａｂｏｖｅ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ａｋｅ： ｄｅｕｔｅｒｉｕｍ ｅｘ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 Ｊ］．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２００８， ７２（１９）：
４６６１⁃４６７４．

［３］ ＺＵＢＥＲ Ａ．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ｌａｋ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
ｏｇｙ， １９８３， ６１（４）： ４０９⁃４２７．

［４］ ＫＲＡＢＢＥＮＨＯＦＴ Ｄ Ｐ， ＢＯＷＳＥＲ Ｃ Ｊ，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Ｍ Ｐ，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ｋｅｓ： 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ｍ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０， ２６（１０）： ２４４５⁃２４５３．

［５］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ＪＲ Ｆ Ｊ， ＣＯＰＬＥＮ Ｔ Ｂ．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ｋｅｓ ［Ｍ］∥ＬＥＲＭＡＮ Ａ． Ｌａｋｅ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７８： ３２５⁃３３９．

［６］ ＧＯＮＦＩＡＮＴＩＮＩ 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ＦＲＩＴＺ Ｐ， ＦＯＮＴＥＳ Ｊ Ｃ．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Ｇｅ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ＰＡＹＳ⁃ＢＡＳ， １９８６： １１３⁃１６８．

［７］ ＧＩＢＳＯＮ Ｊ Ｊ， ＲＥＩＤ Ｒ．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ａ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ｔｕｎｄｒａ ｌａｋｅｓ： ａ ２０⁃ｙｅａｒ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５１９（Ｐａｒｔ Ｂ）： ２１４８⁃２１６４．

［８］ 章新平， 姚檀栋． 利用稳定同位素比率估计湖泊的蒸发［Ｊ］． 冰川冻土， １９９７， １９（２）： １６１⁃１６６． （ＺＨＡＮＧ Ｘ Ｐ， ＹＡＯ Ｔ Ｄ． Ｅｓ⁃
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ｋｅ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ｒａｔｉｏ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７， １９（２）： １６１⁃１６６． （ ｉｎ Ｃｈｉ⁃



　 第 ４ 期 蒲俊兵， 等： 热分层效应控制的水库水体氢氧同位素特征 ５６７　　

ｎｅｓｅ））
［９］ 章新平， 姚檀栋， 田立德． 水体蒸发过程中稳定同位素分馏的模拟［Ｊ］． 冰川冻土， ２００３， ２５（１）： ６５⁃７０． （ＺＨＡＮＧ Ｘ Ｐ， ＹＡＯ

Ｔ Ｄ， ＴＩＡＮ Ｌ 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ｉ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２５（１）： ６５⁃７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臧垭琳， 王建力， 田立德， 等． 羊卓雍错湖水稳定同位素空间变化特征研究［Ｊ］．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４， ３６
（４）： １２７⁃１３２． （ＺＡＮＧ Ｙ Ｌ， ＷＡＮＧ Ｊ Ｌ， ＴＩＡＮ Ｌ Ｄ，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ｉｎ Ｙａｍｚｈｏ Ｙｕｍｃｏ Ｌａｋ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３６（４）： １２７⁃１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顾慰祖， 庞忠和， 王全久， 等． 同位素水文学［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１０５⁃２３８． （ＧＵ Ｗ Ｚ， ＰＡＮＧ Ｚ Ｈ， ＷＡＮＧ Ｑ Ｊ，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１０５⁃２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高晶， 姚檀栋， 田立德， 等． 羊卓雍错流域湖水氧稳定同位素空间分布特征［Ｊ］． 冰川冻土， ２００８， ３０（２）： ３３８⁃３４３． （ＧＡＯ
Ｊ， ＹＡＯ Ｔ Ｄ， ＴＩＡＮ Ｌ Ｄ，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ｍｚｈｏ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Ｘｉｚａｎｇ （Ｔｉｂｅ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３０（２）： ３３８⁃３４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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