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７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１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０４

长武黄土塬区土地利用变化对潜水补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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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长武黄土塬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深剖面土壤水分的长期定位监测以及氢氧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的使

用， 分析了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地下潜水补给的影响。 结果表明： ① 降水补给地下水过程中存在着活塞流和优

先流两种机制， 由活塞流补给的地下水量， 以休闲地居高， 低产农田次之， 最后是高产农田； ② 随着该区域农田

生产力大幅提升以及大面积农田转换为果园， 地下水活塞流补给量逐年减少， 加之地下水开采量增加， 导致地下

水位逐年下降， 年均降幅达 ０ ３ ｍ； ③ 同位素证据表明， 目前长武塬区地下水补给以优先流形式为主。 为了实现黄

土塬区潜水资源的有效补给与可持续利用， 需要合理调控土地利用结构， 保持适度生产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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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是影响区域水文循环和水资源演变过程的主要驱动力之一［１］。 Ｂｒｏｎｓｔｅｒｔ 等［２］总结了

区域尺度上影响水文循环过程的土地利用变化， 包括植被变化（如毁林和造林、 草地开垦等）、 农业开发活

动（如农田开垦、 作物耕种和管理方式等）、 道路建设以及城镇化等。 由于不同植被覆盖具有不同的根系吸

水系统及蒸散能力， 土地利用变化， 尤其是地表植被变化， 对区域水文过程及水量平衡具有显著的影响。 黄

土高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的开展使该区水土流失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 同时也使土地利用与覆被发生巨大变化。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所导致的诸如径流、 蒸散、 土壤干

层等水文变化已有深入的研究和报道［３⁃４］， 与之相关土地利用变化对地下潜水补给的影响亦逐渐引起人们的

重视。
由于特殊的水文地质条件， 黄土塬区潜水位高于沟谷地表径流以及基岩承压水水头， 因而塬区潜水难有

侧向补给及顶托补给条件， 大气降水是其主要补给来源。 黄土包气带中保存着的完整核爆氚剖面［５］， 证实

了降水以活塞流形式对潜水进行补给。 基于活塞流补给理论， Ｌｉｎ 和 Ｗｅｉ［６］ 利用包气带中存在的氚剖面计算

得出山西平定县地下潜水年补给量为 ６８ ｍｍ（１２％的年降水量）； Ｈｕａｎｇ 等［７］利用氯离子平衡法计算了宁夏固

原不同利用方式下潜水的补给量， 指出天然荒草地条件下潜水年补给量可达 ９４ ～ １００ ｍｍ（２１％ ～ ２２％的年降

水量）， 当荒草地转化为农地之后地下水补给量将减少 ４２％ ～ ５０％， 当农地转化为苜蓿草地后， 地下水年补

给量将减少为 ０； Ｇａｔｅｓ 等［８］ 利用氯离子平衡法估算延安纸坊沟农地条件下地下水年补给量为 ５５ ～ ９０ ｍｍ
（１１％～１８％的年降水量）， 但是人工林草地地下水年补给量为 ０。 虽然活塞流补给理论得到证实， 但是黄土

区潜水中氚值与包气带氚剖面一定深度下的低氚值并不吻合， 而与降水中氚值有一定的吻合， 表明活塞流并

不是该区潜水补给的唯一方式， 通过裂隙、 孔洞及各种洞穴的优先流亦是潜水的重要补给方式［６］。 试验表

明黄土区不同利用方式对土壤大孔隙特征具有明显影响， 大孔隙优先流在降水入渗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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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优先流的发生与土地利用类型密切有关， 高耗水型人工林草地因水分负平衡形成的深厚土壤干层会

减弱这种优先流发生的可能性［１０］。 尽管有关土地利用变化对黄土区潜水补给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
但是上述成果多是一次试验测定结果， 缺少长期观测数据支持； 而通过长期定位监测黄土深剖面土壤水分动

态变化， 对于深化认识土地利用方式转化对潜水补给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理想的示踪剂， 氢氧稳定同

位素在水循环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１０］， 利用天然水体氢氧同位素组成特征及其变化， 可以更好地揭示

地下水的补给过程。 基于以上认识， 本研究拟结合不同利用方式下 ０～１５ ｍ 深剖面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的长期

定位监测数据与氢氧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黄土塬区潜水补给的影响， 期望为塬区土地

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服务。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中国科学院长武农业生态试验站（３５°１４′ Ｎ， １０７°４０′ Ｅ）所在的黄土塬面， 地处陕西省长武县

境内， 为典型的黄土塬区， 海拔 １ ２２０ ｍ。 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多年平均降水量 ５８０ ｍｍ， 降水

年际变化较大， 且年内分布不均， ７—９ 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总量的 ５５％以上。 研究区黄土堆积深厚， 土壤

为黑垆土， 母质为中壤质马兰黄土， 地下水埋深 ４０～８０ ｍ。 黄土剖面土质较为疏松， 孔隙度在 ５０％左右， 通

透性良好， 利于水分入渗和植物根系生长。 ０～１０ ｍ 黄土剖面田间持水量和凋萎湿度分别为 ２１ １６％±０ ８６％
和 ７ ４６％±０ ６５％（质量含水量， 下同）， 土壤容重为 １ ２３～１ ４４ ｇ ／ ｃｍ３［１０］。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土壤水分监测

长武站深剖面水分运动观测场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在农田基础上建成， 设 ４ 个土地利用类型小区， 分别是休

闲地、 施肥农地、 未施肥农地和苜蓿草地， 小区长、 宽均为 １０ ｍ。 施肥农地与未施肥农地在产量产出上有

高低之别， 苜蓿草地则代表高耗水、 高生产力的人工林草地。 各样地基本特征见表 １。 每个小区中间位置安

装有中子管， 深度 １５ ｍ。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利用烘干法测定土壤水分 １ 次；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土壤水分采用 ＣＮＣ５０３
（ＤＲ）智能中子土壤水分仪每月测定 １ 次。 测定深度 １５ ｍ， 间隔距 ２０ ｃｍ。

表 １　 土壤水分测定样地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样地类型 样地情况

休闲地 不种作物， 定期清理杂草。

未施肥农地
冬小麦、 春玉米轮作， 不施肥。 ２０１０ 年种植小麦（产量 ３ ０９１ ｋｇ ／ ｈｍ２）， ２０１１ 年种植玉米（２ ８１５ ｋｇ ／ ｈｍ２）， ２０１２ 年种植小麦
（２ ２６５ ｋｇ ／ ｈｍ２）。

施肥农地
轮作方式同低产农田。 每年小麦或玉米种植前施肥 １ 次， 氮肥（Ｎ， １２０ ｋｇ ／ ｈｍ２）， 磷肥（Ｐ２Ｏ５， ６０ ｋｇ ／ ｈｍ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产量分别为 ５ ２９２ ｋｇ ／ ｈｍ２、 ６ ２１１ ｋｇ ／ ｈｍ２和 ８ ２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苜蓿草地 ２００５ 年种植， 不施肥， 每年刈割 ３ 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苜蓿干草产量分别为 １０ ８２２ ｋｇ ／ ｈｍ２、 １１ ８２０ ｋｇ ／ ｈｍ２和 １４ １４５ ｋｇ ／ ｈｍ２。

１ ２ ２　 同位素水样采集与测定

降水水样采集：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 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在长武站气象观测场以日为时间单位

采集降水样。
土壤水水样采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底， 在长武塬面上选择荒草地、 连作高产小麦地、 苹果园为对象， 采用

土钻法采集土壤样品， 现场密封带回实验室用真空蒸馏技术提取土壤水样。 取样深度 ２０ ｍ， ０～１ ｍ 土层分别

在 ０ ３ ｍ、 ０ ５ ｍ、 １ ０ ｍ 深处取样， １～３ ｍ 土层每 ０ ５ ｍ 间隔采样 １ 次， ３ ｍ 以下土层每 １ ｍ 间隔采样 １ 次。
由于深层有料姜石层影响， 小麦地取样深度为 １３ ｍ。

地下水水样采集： 采集长武站站内观测井井水样，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到 ８ 月和 １１ 月， 每月 １８ 号采集 １ 次，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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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 １０ 月每隔 ２～５ ｄ 采集 １ 次。
采样过程中， 为避免蒸发引起的同位素分馏， 所有水样采集后立刻装 １０ ｍＬ 玻璃瓶密封冷藏保存。

１ ２ ３　 氢氧稳定同位素分析

同位素水样的 δ１８Ｏ 和 δＤ 含量采用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Ｌａｓ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Ｖ２）测定， 每个样

品重复测定 ６ 次， 前 ２ 次用以消除记忆效应， 后 ４ 次测定的平均值作为水样同位素值，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仪器分

析精度分别为±０ ８‰和±０ ３‰。 所有水样测定结果以 ＶＳＭＯＷ 为标准的千分差表示， 即

δＤ（或 δ１８Ｏ） ＝ ［（Ｒｓａｍｐｌｅ － Ｒｖｓｍｏｗ） ／ Ｒｖｓｍｏｗ］ × １ ０００‰ （１）
式中： Ｒｓａｍｐｌｅ和 Ｒｖｓｍｏｗ分别表示样品和维也纳标准海水样中稳定性氢同位素 Ｄ ／ Ｈ 或稳定性氧同位素１８Ｏ ／ １６Ｏ 的

比率。

２　 试验结果

２ １　 不同利用方式 ０～１５ ｍ 土层土壤水分剖面变化

选择每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数据（２００５ 年为 ８ 月份）绘制不同利用方式 ０～１５ ｍ 黄土剖面土壤水分垂直分布曲线

（图 １）。 之所以选择该期数据， 是因为 １０ 月雨季已过， 土壤水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图 １　 不同类型下土壤水分剖面

Ｆｉｇ １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ｌｆａｌｆａ

长武站深剖面水分运动观测场建立初期， 休闲地、 施肥农地、 未施肥农地和苜蓿草地 ０ ～ １５ ｍ 土层平均

湿度分别为 ２０ ８％、 ２０ ８％、 ２０ ９％和 ２１ ０％， ４ 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含水量几无差异， 土壤水分垂直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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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布相似， 均表现为土壤水分含量随深度增加波动变化， 即 ０～１０ ｍ 土层之间波动增加， １０ ｍ 以下土层逐

渐减小， 与剖面质地及黄土⁃古土壤层序列有关［１２］。 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休闲地、 施肥农地、 未施肥农地和苜

蓿草地 ０～１５ ｍ 土层平均湿度分别为 ２３ ４％、 ２１ ６％、 ２０ ３％和 １６ ０％， ４ 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含水量表

现出明显差异， 土壤水分垂直剖面分布呈现出了很大差异。
作为陆地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壤水分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 在黄土塬区， 一部分降水被植物冠层

截留， 大部分渗入土壤成为土壤水， 再通过植物蒸腾和土壤物理蒸发返回大气之中。 该区地下水埋藏很深，
上移参与土壤水分平衡有较大难度。 研究区土壤水分的运动主要是垂直方向上的运动。 水分运动观测场样地

平坦， 且小区四周均建有地埂， 无地表径流发生， 故可认为不同利用方式对土壤水分消耗程度不同， 导致土

壤水分剖面表现出了不同的时间变化特征和垂直分布特征。
休闲地条件下， 土壤水分向上支出仅有土壤物理蒸发一项， 在多年降水入渗补给下， 土壤水分含量由表

层至深层逐年增加， 说明土壤水分向下运动具有活塞流运动特征。 因而研究时段内， 休闲地土壤水分剖面由

上至下向右逐年移动。 耕作管理不变的施肥地条件下， 作物水分利用效率高， 雨季渗入土壤的水分多在作物

生育期内以蒸散的形式返回大气， 难以通过作物根系层形成深层渗漏。 因此， 施肥地条件下根系作用层内

（０～３ ｍ）土壤水分表现出明显的年际差异， 而深层（３ ｍ 以下）土壤水分含量相对稳定， 土壤水分剖面亦相对

稳定。 由于水肥耦合效应的减弱， 未施肥地条件下农作物土壤水分利用率逐年减少， 作物根系层内土壤水分

逐年增加， 研究期末入渗雨水已能够通过根系作用层对深层土壤水形成补给。 故施肥农地转换为不施肥地

后， 浅层土壤水分表现出明显的年际增加效应， 深层土壤水分亦表现出增加趋势， 土壤水分剖面开始向右移

动。 苜蓿是一种深根优质牧草， 其生产力远大于农作物， 耗水量亦高于区域降水量， 其生长耗水需由深层土

壤储水调节补给。 因而在研究时段内， 随着苜蓿生长年限的延长， 其土壤水分含量由上至下迅速减小， 土壤

水分剖面向左移动。
２ ２　 不同水体同位素组成特征

表 ２ 给出了长武塬区不同水体的同位素组成统计值。 从变异系数来看， ３ 种水体中降水同位素组成变化

幅度最大， 土壤水次之， 井水最小。 研究区降水稳定同位素值具有明显的冬春高、 夏秋低的季节变化特征，
根据降水样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分析结果， 获得长武塬区大气降水线方程为 δＤ＝ ７ ３９δ１８Ｏ ＋ ４ ３４， 与 Ｃｒａｉｇ 全球大

气降水线方程 δＤ＝ ８δ１８Ｏ ＋ １０ 及中国大气降水线方程 δＤ ＝ ７ ７４δ１８Ｏ ＋ ６ ４８［１３］ 相比， 其斜率和截距均较小，
表明雨滴在降落过程中受到了二次蒸发的影响， 发生了非平衡同位素分馏现象。

表 ２　 长武塬区降水、 土壤水以及井水同位素组成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样品类型 样品数量
δＤ ／ ‰ δ１８Ｏ ／ ‰

最小 最大 平均∗ 变异系数 最小 最大 平均∗ 变异系数

降水 ７１ －１４２ ０１ －１ ９８ －７０ ７９ ６０ ５６ －１９ ６２ －１ １７ －１０ ３４ ５４ ６７

土壤水 ６３ －９１ １０ －６３ １１ －７４ ９５ ８ ５４ －１１ ６０ －７ ０８ －９ ４８ １０ ８７

井水 ２６ －７２ ３０ －６９ ０８ －７１ ２２ １ ２８ －１０ ５３ －９ ９１ －１０ ３０ １ ３３

注：∗降水同位素组成平均值为雨量加权平均， 土壤水、 井水为算术平均。

３　 分析与讨论

３ １　 土地利用变化对深层渗漏的影响

通过分析土壤水分剖面长期监测结果， 可说明降水活塞流运动补给潜水的可能性。 Ｌｉｕ 等［１４］ 利用 Ｐ⁃Ⅲ
型统计曲线对长武旱作高产小麦地和低产小麦地降水最大入渗深度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以上两类麦地降水入

渗至 ３ ｍ 深度的重现期分别为 １０ 年和 ３ 年。 黄土区小麦根系分布深度一般在 ３ ｍ 之内， 而降水入渗只有通

过农作物根系层才能形成渗漏， 说明长武塬区高产农田上只有在丰水年份降水才能垂直入渗穿过作物根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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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深层渗漏， 从而对地下水形成补给。
为进一步说明情况， 本文对长武站深剖面水分运动观测场 ４ 种利用类型下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 ０～１５ ｍ 土层土

壤储水变化进行分析（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０～ １５ ｍ 土层土壤储水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０ ｍ ｔｏ １５ ｍ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５

土层 ／ ｍ
休闲地 ／ ｍｍ 施肥农地 ／ ｍｍ 未施肥农地 ／ ｍｍ 苜蓿草地 ／ ｍｍ

Ｗ１ Ｗ２ ΔＷ Ｗ１ Ｗ２ ΔＷ Ｗ１ Ｗ２ ΔＷ Ｗ１ Ｗ２ ΔＷ

０～２ ５２１ ５５１ ３０ｎｓ ５６４ ５０４ －６０∗ ５３７ ５３１ －６ｎｓ ５８４ ４１８ －１６６∗

２～４ ４５５ ５８２ １２７∗ ４５９ ４７３ １４ｎｓ ４６５ ５４５ ８０∗ ４８６ ３２８ －１５８∗

４～６ ５４８ ６０８ ６０∗ ５３７ ５３２ －５ｎｓ ５３０ ５６９ ３９∗ ５４１ ３３８ －２０８∗

６～８ ５４２ ６１４ ７２∗ ５２４ ５０７ －１７ｎｓ ５３４ ５７９ ４５∗ ５４１ ３６８ －１７３∗

８～１０ ５５５ ６３１ ７５∗ ５２０ ５３０ １０ｎｓ ５４１ ５６７ ２６ｎｓ ５４６ ３８２ －１６４∗

１０～１２ ６４７ ６９２ ４５∗ ６４７ ６４０ －７ｎｓ ６５０ ６３６ －１４ｎｓ ６６３ ５４１ －１２２∗

１２～１４ ５５７ ６２９ ７２∗ ５７３ ５４４ －２９ｎｓ ５７１ ５４１ －３０ｎｓ ５６７ ５１４ －５３∗

１４～１５ ２３９ ２９３ ５４∗ ２４１ ２４４ ３ｎｓ ２４２ ２４０ －２ｎｓ ２４５ ２３８ －７ｎｓ

０～１５ ４ ０６４ ４ ５９９ ５３５∗ ４ ０６５ ３ ９７２ －９２ｎｓ ４ ０７１ ４ ２０７ １３６∗ ４ １７２ ３ １２１ －１ ０５１∗

注： Ｗ１ 代表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土壤储水量； Ｗ２ 代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土壤储水量； ΔＷ 代表土壤储水量的变化量；∗代表变化达到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 ｎｓ 表示无显著变化。

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相比， 代表高产农田的施肥农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０～１５ ｍ 土层土壤储水量减少了 ９２ ｍｍ， 但

是变化并不显著； 分土层来看， 除 ０～２ ｍ 土层外， ２ ｍ 以下土层土壤储水量均无显著变化。 土壤水分参与水

文循环的部分是大于凋萎湿度的水分， 而大于毛管断裂湿度的自由水， 是土壤水与外界交换的主要部分。 土

壤水分总是由土水势高的地方向低的地方运移， 由于不同形态的土壤水分受力不同， 运移过程不同。 当土壤

含水量高于毛管断裂湿度时， 自由水将在重力和毛管力的作用下优先于束缚水发生移动， 直至平衡。 黄土塬

区毛管断裂湿度约为田间持水量的 ７０％， 相当于 １５％含水量［１２］。 从图 １（ｂ）可以看出， 施肥农地条件下 ４ ｍ
以下土层土壤含水量均高于毛管断裂湿度、 部分土层甚至高于田间持水量且多年保持稳定。 表明经过多年施

肥管理， 高产农地地下深层土壤水分剖面处于一种土水势平衡状态， 在无深层渗漏的情况下， 土壤水分难以

发生运动。 然而在有渗漏的情况下， 原来的平衡受到了破坏， 水分发生运动的可能性极大， 当某一层中的水

分发生运动， 其影响将依次向下层传递。 表 ３ 看出施肥农地转换为休闲地后土壤储水量显著增加 ５３５ ｍｍ，
且０～１５ ｍ 土壤剖面内每一层土层土壤储水量均显著增加； 施肥农地转换为未施肥农地后， 土壤储水量显著

增加 １３６ ｍｍ， 但是不同土层土壤储水量变化不同， 其中 ２ ～ ８ ｍ 土层土壤储水量显著增加， ８ ｍ 以下土层土

壤储水量无显著变化。 表明因作物耗水作用消失或减弱， 高产农地转换为休闲地和低产农地后， 更多的雨水

将穿过作物根系层形成深层渗漏。 从图 １（ａ）和图 １（ｃ）看出， 休闲地和低产农地土壤剖面水分含量由浅层至

深层逐年增加， 说明入渗至深层的降水打破了高产农地原有的土水势平衡状态， 且土壤水分以活塞流运动形

式继续向更深土层运移， 最终将对地下水形成补给。 但是， 与休闲地相比， 因有作物根系吸水作用低产农地

深层渗漏量小， 活塞流运移速率慢， 地下水补给量少。
高产农地转换为代表高耗水、 高生产力的苜蓿草地后 ０～１０ ｍ 土层范围内形成了严重的土壤干层， 整个

剖面内土壤储水量显著减少 １ ０５１ ｍｍ， 年减少量为 １５０ ｍｍ。 从图 １（ｄ）可以发现， 苜蓿草地 ０～１３ ｍ 土层土

壤水分明显降低， 表明苜蓿吸水深度可达 １３ ｍ 之深， 苜蓿根系分布深度应在 １０ ｍ 土层以下。 在此条件下，
降水要形成深层渗漏， 首先需弥补千余毫米的土壤水分亏缺。 显然， 在年均降水量 ５７８ ｍｍ 的条件下， 可能

性极低。
基于活塞流补给模式， Ｈｕａｎｇ 等［７］利用氯离子平衡法估算了宁夏固原不同利用类型下地下水年补给量，

指出天然荒草地条件下地下水年补给量达 ９４～１００ ｍｍ， 转化为小麦地（年产量 ２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与本研究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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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地相当）之后地下水年补给量仅为 ５０～５５ ｍｍ， 而小麦地转化为苜蓿草地后， 地下水年补给量减少为 ０；
同样利用氯离子平衡法在西峰［１５］、 安塞［８］等地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与本文结果相符， 说明休闲地

条件下地下水活塞流补给量大于低产农地， 高产农地只有在丰水年份里形成活塞流形式的深层渗漏， 而苜蓿

草地条件下地下水活塞流补给可能性极低。
３ ２　 潜水水位动态与土地利用变化

图 ２ 给出了 １９７６—２０１０ 年长武塬中部 ５５２＃观测井潜水埋深及年降水量变化。 可以看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图 ２　 长武塬中段 ５５２＃观测井潜水埋深与降雨量

Ｆｉｇ ２ Ｐｒｅｃｉｔ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ｗｅｌｌ ５５２＃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ｗｕ 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初以来， 长武塬区年降水量无减少趋势的情况下， 潜水

埋深急剧下降， 其中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年均下降 ０ ３ ｍ。 前

期研究表明长武县机井数量由 １９９３ 年 １０１ 眼增加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８１ 眼， 地下水开采量由 １９９９ 年的０ ０１８ ４ 亿ｍ３增加到

２００８ 年的０ ０３３ １ 亿ｍ３， 认为潜水开采量的增加是导致水

位下降的主要原因［１６］。 需要指出的是该数据为长武全县

域数据， 地下水开采量包括承压水和潜水， 而长武县塬

面面积仅为全县土地面积的 １ ／ ３， 其余均为沟谷地貌， 相

对于塬面， 沟谷中具有更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和地表径流。
调查得知， 长武县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和 ９０ 年代初就

分别建成了丰头沟供水工程及黑河供水工程， 其中建成

于 １９９３ 年的黑河供水工程日供水能力达６ ０００ ｍ３， 解决

了长武县城（长武塬中心位置）及周边乡镇用水问题； 随后又经多次改扩建， 目前日供水能力达１ ６ 万 ｍ３，
可满足 ２０２０ 年前县城及周边乡镇生活及工业用水。 与此同时， 各村镇新建集中供水站多为深达 ３５０ ｍ 机井，
取水对象为强富水的白垩系基岩类孔隙⁃裂隙承压含水岩组， 而非弱富水的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裂隙潜水含

水岩组。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推测可知， 过去二十余年间塬区地下水开采量的增加将会导致地下水位的下降，
但其应该不是导致地下水位如此急剧下降的唯一原因。

表 ４ 看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 长武塬区粮食产量迅速提高。 其中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产量水平与本研究

中低产地产量相当，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产量已达 ３ ９９９ ｋｇ ／ ｈｍ２， 接近当地中高产水平［１７］。 较高产量意味着较高

的耗水量， 李玉山［１７］研究表明长武塬区连续种植小麦 １３ 年后， 高产区较低产区年均耗水量高 ２０ ８ ｍｍ， 土

壤储水多支出２７０ ｍｍ水分。

表 ４　 长武王东试区粮食单产变化［１８］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ｈｅｃｔａｒｅ ｏｆ Ｗ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ｗｕ

年份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粮食单产 ／ （ｋｇ·ｈｍ－２） １ ４３９ ２ ４７８ ３ ９９９ ３ ７５５ ４ ５６０ ５ １６５

　 　 长期以来长武塬区以粮食种植为主，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尤其是在长武农业生态试验站的示范带动

作用下， 该区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农业产业结构也由过去的粮食种植一元结构进入种植业、 果业的

二元经济结构阶段。 长武县塬面耕地面积呈明显减少趋势， １９８３ 年、 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塬面耕地面积分别

为 ８５ １４ ｋｍ２、 ６８ １２ ｋｍ２和 ４４ ６６ ｋｍ２， 累计减少 ４７ ５４％［１９］。 塬面减少的耕地主要流向了苹果林地， 截至

２００９ 年长武县全县苹果栽培面积达 １ ４７ 万 ｈｍ２， 占耕地总面积的 ７３ ３％。 该区属于苹果优生区， 较高的经

济收益和政策引导均提高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苹果种植面积大幅增加。 如果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不发

生变化， 今后一段时期内， 苹果林地有可能会以更大幅度增加， 农耕地也会随之减少［２０］。 如同苜蓿草地，
高耗水型的苹果林地将形成严重的土壤干层， 且在一定时间段内将随种植年限的增加逐渐向深土层发展［１２］。
如 １２ 年生的苹果树耗水深度达 １０～１３ ｍ， 而 ２０ 年生果树耗水影响深度可达 １９ ｍ， 形成了深厚的生物利用型

土壤干层［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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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 长武塬区农田发生了两方面显著变化， 一是产量迅速提升， 二是

农田向苹果林地转换。 前述可知， 农田低产条件下， 降水可以形成深层渗漏以活塞流形式对地下水进行补

给， 年均补给量可达 ５０～５５ ｍｍ［７］； 农田产量提升后， 降水仅在丰水年份才有可能形成深层渗漏； 农田转换

为高耗水的人工林草地后， 由于深厚的土壤干层的存在， 降水深层渗漏补给地下水可能性极低。 从图 ２ 可以

看出， 该区潜水水位下降始于 ９０ 年代初期； 表 ４ 看出， 农田产量的明显提升发生在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而 ８０
年代中期种植的苹果树在 ９０ 年代即可进入了盛果期， 意味着深层土壤干层已经形成。 可见， 黄土塬区潜水

位的下降与农田生产力提高以及农田转换为果园在时间上具有很好的吻合性和相关性。
综上， 一方面黄土塬区地下水资源开采量的增加， 另一方面农田生产力提高和大面积种植果园所导致的

地下水活塞流补给量的减少， 两方面共同作用最终导致研究区潜水埋深急剧下降。
３ ３　 黄土塬区潜水补给的同位素证据

由于具有强烈的蒸发作用， 长武塬区土壤水氢氧同位素值落于当地大气降水线右下侧， 表现出明显的富

集［１０］。 因此， 如果该区潜水主要以活塞流形式补给， 那么地下水同位素组成将保留土壤水分同位素组成特

征， 较降水富集。 如果非饱和层的一些 “快速通道” 能够使降水快速到达地下水， 从而避免了补给水的蒸

发及其与土壤水的混合， 那么地下水同位素组成也有可能与降水同位素组成接近。 在西非， 由于蒸发效应，
土壤水同位素组成表现出了明显的富集， 同样的富集效应在地下水中没有出现［２２］， 原因就在于此。

图 ３　 长武塬区降水、 深层土壤水（＞６ ｍ）和
地下水稳定同位素组成

Ｆｉｇ ３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ｅｐ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 ＞６ ｍ）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黄土塬区研究与此类似。 假设塬区地下水主要以活

塞流补给为主， 那么地下水将保留土壤水的同位素组成

特征， 特别是深层土壤水同位素组成特征（如 ６ ｍ 土层以

下土壤水）。 图 ３ 比较了降水、 土壤水和深层土壤水（６ ｍ
以下）同位素组成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 无论那种类型

下土壤水同位素值均落于大气降水线的下方， 表明降水

在入渗过程中受蒸发作用的影响， 同位素组成表现出明

显的富集。 但是地下水同位素组成集中落于降水线上，
表明均匀入渗的活塞流并不是地下水补给的主要方式，
黄土层中存在着一些裂隙、 孔洞及各种洞穴能够使降水

快速渗入或漏入到潜水， 即所谓的优先流才是地下水补

给的主要方式。

４　 结　 　 论

大气降水是长武黄土塬区潜水的主要补给来源， 活塞流和优先流两种机制共存于补给过程之中， 休闲地

条件下地下水活塞流补给量大于低产农地， 高产农地仅在丰水年份才有可能形成活塞流形式的深层渗漏， 高

耗水人工林草地条件下地下水活塞流补给可能性极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 随着长武塬区农田生产力的

大幅提升以及大面积农田转换为高耗水苹果林地， 地下水活塞流补给量迅速减少， 加之地下水开采量增加，
塬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年均下降 ０ ３ ｍ。 同位素证据表明， 目前长武塬区地下水补给以黄土中裂隙、 大孔

隙的优先流补给为主， 而活塞流补给微弱。
黄土塬区农田生产力的提升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已对区域水文循环过程及水量平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需

要通过政策调控以协调土地利用结构， 保持合适的农果地面积比例与适度生产力， 维护潜水资源的可再生

性， 达到可持续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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