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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ＧＤＥｓ）是指部分或全部依赖于地下水的生态系统，开展 ＧＤＥｓ研究，不仅对于了解

ＧＤＥｓ的生态水文特征和过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保护地下水生态环境、促进地下水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通过 ＧＤＥｓ的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因素、ＧＤＥｓ的类型划分与识别方法、ＧＤＥｓ的生态水文过程模拟等

方面的综述，探讨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综述认为，ＧＤＥｓ主要受气候变化和地下水

利用的影响；ＧＤＥｓ的类型划分要方便野外调查和管理；ＧＤＥｓ的识别，要综合利用水文地质调查、“３Ｓ”技术和地

下水动物取样分析的方法。建议今后 ＧＤＥｓ生态水文过程的模拟要侧重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相互作用以及地下水对

植被、溶质输移和热交换等方面的贡献大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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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ＧＤＥｓ）又称 “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
［１］
。在

地表水、地下水相互转化的交互地带，由于降水、入渗、补给、径流过程的时空差异，在低洼地、河漫滩以

及洞穴的周围地带形成了常年或季节性接受地下水补给的沼泽、水塘、湿地、溪流等生态系统，早期的学者

将这种生态系统称为 “地下水补养湿地”或 “地下水控制的溪流生态系统”
［２３］
。地下水通过水流通量、营

养物质的补给以及压力、热量的传输，影响着 ＧＤＥｓ的组成、结构和功能；ＧＤＥｓ的生物过程（植物光合作
用、动物活动和微生物作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文过程

［４］
。一些 ＧＤＥｓ也被归结

为生态水文交互界面（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对全球水文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物多样性、污染物去
除和生态系统的抗干扰修复能力都产生重要影响

［５］
。由于人类用水需求的增长，目前世界范围内的 ＧＤＥｓ正

在日益受到威胁，为了加强保护和管理，在过去的 ２０多年里，包括澳大利亚、欧盟、南非和美国等国家和
组织都将 ＧＤＥｓ纳入多个国际水资源管理政策行动计划中［６］

。开展 ＧＤＥｓ的研究，不仅对于了解地表水和地
下水相互作用过程以及地下水与生态系统的耦合作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合理保护地下水生态环

境，发挥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科学制定地下水可持续开发利用方案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 ＧＤＥｓ
研究已成为国际生态水文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但国内对 ＧＤＥｓ尚缺乏系统性研究，主要侧重于潜流带
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作用的研究

［７９］
。本文主要从 ＧＤＥｓ的影响因素、类型划分与识别方法、生态水文过程

模拟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展和存在问题进行综述，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１　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ＧＤＥｓ）的影响因素

ＧＤＥｓ的影响因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地形地貌以及水文地
质条件等。其中，气候变化对 ＧＤＥｓ的影响尤为重要，Ｂａｒｒｏｎ等［１０］

利用全球气候模型（ＧＣＭｓ）预估了未来降
水量减少和气温增加对澳大利亚西南地区 ＧＤＥｓ的影响，认为未来干燥气候环境下会对现存 ＧＤＥｓ的植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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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带来较高风险；Ｉｙａｌｏｍｈｅ和 Ｉｄｏｇｈｏ［１１］利用相对风险评估方法对气候变化导致 ＧＤＥｓ的脆弱性和风险进行了
分析；Ｋｌｖｅ等［１２］

系统总结了气候变化对 ＧＤＥｓ的影响，认为气候变化是以一种非直接的方式，通过水循环
过程（降水、蒸散发和入渗补给等）来影响 ＧＤＥｓ的地下水水量、水质和生态性能的。

人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下垫面条件改变、栖息地环境干扰、水利工程建设和地下水开采等方面。

Ｈａｎｃｏｃｋ［１３］分析了河流整治、采矿、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城市化建设等人类活动对 ＧＤＥｓ的影响；Ｚｕｒｅｋ
等
［１４］
利用三维地下水渗流和溶质模型，定量分析了波兰南部地区人类活动对 ＧＤＥｓ的影响；Ｅａｍｕｓ等［１５］

认为，

农业、城市工业发展、采矿以及林业等人类活动将在局域和区域尺度上对 ＧＤＥｓ产生短期或长期性的胁迫影响。
ＧＤＥｓ往往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ｖａｎＥｎｇｅｌｅｎｂｕｒｇ等［１６］

利用水文地质模型研究了特定气候模

式下地下水开采对荷兰 Ｖｅｌｕｗｅ地区 ＧＤＥｓ的影响，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地下水开采
的影响尤其重要。另外，地下水的水质也会对 ＧＤＥｓ产生重要影响，Ｂｒｏｗｎ等［１７］

认为 ３０％的 ＧＤＥｓ受到地下
水硝酸盐污染的影响。

显而易见，ＧＤＥｓ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叠加影响，最终体现在地下水水位、流量变化以及地下水补给、
径流、排泄等对 ＧＤＥｓ形成、发育和演化过程的影响。其中，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由于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大尺度过程，其对 ＧＤＥｓ的定量化影响研究需要进行降尺度处理，而且需要考虑气候
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如何将气候模型与生态水文模型进行有机耦合；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类活动影

响的增强，ＧＤＥｓ接受地下水补给的路径将受到严重威胁，进而造成水质恶化、流量衰减、生物多样性降低
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目前，进行多因素的叠加影响过程以及影响因子的贡献率大小分析、开展 ＧＤＥｓ脆
弱性和风险评价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对于揭示 ＧＤＥｓ的形成和发育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２　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的类型划分与识别方法

２１　ＧＤＥｓ的类型划分

ＧＤＥｓ因地下水影响程度不同，往往在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的类型。Ｈａｔｔｏｎ和 Ｅｖａｎｓ［１８］根据依赖地下水
的程度，将澳大利亚的 ＧＤＥｓ划分为 “完全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高度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部

分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和 “偶尔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等类型；Ｅｖａｎｓ［１９］根据地貌形态和空间分布情
况，将 ＧＤＥｓ分为 “依赖地下水的陆地生态系统”、“依赖地下水的潜流带和河岸生态系统”、“含水层和洞

穴生态系统”、“依赖地下水补给的湿地”、“依赖地下水的河口和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等类型；Ｅａｍｕｓ等［２０］

根据含水层类型及地下水补给条件，将 ＧＤＥｓ分为 “有地下水动物生存的含水层和洞穴生态系统”、“依赖地

下水溢出补给的生态系统”、“依赖地下水非饱和带补给的生态系统”等类型；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等［２１］
根据地下水与

生态系统的联系，将 ＧＤＥｓ划分为 “泉水生态系统”、“潜流带生态系统”、“泥炭生态系统”和 “陆地生物

群落生态系统”等类型。

从上述 ＧＤＥｓ多种类型划分方法可以看出，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 ＧＤＥｓ与地下水的联系，二
是 ＧＤＥｓ的空间分布形态。实际上，ＧＤＥｓ因其所处生态环境的不同和依赖地下水的程度不同，还表现出其
他类型。比如，在岩溶地区，落水洞泉和泥泉就是一种独特的 “岩溶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在河流和地下

水相互作用的 “潜流带”，根据地下水补给周期的长短还可分为间歇性溪流和常年性溪流两种类型的 ＧＤＥｓ；
在内陆草原和沙漠地区分布的 “海泡子”和 “绿洲”也是接受地下水补给的两种重要的 ＧＤＥｓ类型。进行
ＧＤＥｓ分类的关键是识别 ＧＤＥｓ所处的环境及其接受地下水补给的方式和路径。

目前，国际上一些组织或政府部门，从调查和管理的角度对 ＧＤＥｓ进行分类，如欧盟水框架（ＷＦＤ）［２２］

将严重依赖于地下水或化学物质输入的湿地系统称为 “依赖地下水的陆地生态系统（ＧＷＤＴＥ）”；世界银行
全球水伙伴计划核心专家组（ＧＷ．ＭＡＴＥＣｏｒｅＧｒｏｕｐ）将 ＧＤＥｓ分为 “干旱区湿地生态系统”、“湿润区湿地生

态系统”、“湿润区河床水生生态系统”、“海岸湖生态系统”和 “干旱区陆地生态系统”５种类型［２３］
；美

国农业部在 ＧＤＥｓ野外调查导则中，将 ＧＤＥｓ划分为 “内陆地下淡水支撑生态系统”和 “海洋地下水支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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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两大类，其中又将 “内陆地下淡水支撑生态系统”细分为若干类型
［２４］
（图 １）。

图 １　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的类型［２４］
（据美国农业部，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４］（ｂｙＵＳＤＡ，２０１２）

欧盟和世界银行的分类系统较为宏观，适用于全球或大陆尺度 ＧＤＥｓ的调查，美国农业部的分类方法是
值得推荐的一种比较系统的分类方法，其分类纲目较为清晰，能够具体到不同的地貌类型和含水层，还能够

反映出 ＧＤＥｓ的形成发育环境，但是对于海洋型 ＧＤＥｓ的分类则不够细致。至少在沿海地区的河口海湾、滨
海湿地、湖、沼泽、海岸沙丘、红树林海岸等区域，由于受到不同程度的地下水补给或地下水入海排泄的

影响，会形成独特的海洋型 ＧＤＥｓ，需要作进一步的类型划分。因此，从研究角度出发，ＧＤＥｓ的分类要注重
科学性和定量化指标，而从实际调查和制图角度，则推荐采用简便易行的实用性分类系统。

２２　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ＧＤＥｓ）识别
ＧＤＥｓ的表现类型多种多样，但是如何在野外判断一个生态系统是否接受地下水的补给、如何确定其分

布范围，这就是 ＧＤＥｓ的识别及制图问题。传统的 ＧＤＥｓ识别主要采取野外水文地质调查方法，目前应用较
多的是基于水文地质和生态系统调查的 “３Ｓ”识别方法以及地下水生物调查取样识别方法。
２２１　基于水文地质调查的 “３Ｓ”的识别

Ｅａｍｕｓ［２５］采用水文地质工具箱的方法来识别 ＧＤＥｓ，并分析其对地下水的依赖程度和植被发育过程；
Ｈｏｗａｒｄ和 Ｍｅｒｒｉｆｉｅｌｄ［２６］

通过建立地下水依赖指数指标，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的 ＧＤＥｓ进行类型识别、地下
水依赖程度的等级划分和制图；Ｂａｒｒｏｎ等［２７］

利用陆地卫星图像解译出来的植被正态差异指数和湿润正态差

异指数等两项指标，对西澳大利亚埃伦布鲁克地区的 ＧＤＥｓ类型进行划分；Ｇｏｕ等［２８］
利用 ＧＩＳ数据库信息，

首先确定州、省尺度 ＧＤＥｓ的潜在分布，然后利用陆地卫星影像（ＥＴＭ＋ＭＯＤＩＳ）跟踪技术进行含水层（或流
域）尺度 ＧＤＥｓ的识别；Ｄｏｏｄｙ等［２９］

利用 ＭＯＤＩＳ遥感影像解译的蒸散发量和陆地卫星影像解译的植被干湿
度，进行大陆尺度 ＧＤＥｓ的识别。ＰｅｒｅｚＨｏｙｏｓ等［３０］

系统总结了 ＧＤＥｓ地理空间识别及制图方法，并介绍了一
种利用卫星传感器识别 ＧＤＥｓ的方法。

利用遥感技术手段识别一般的植被生态系统较为容易，但是难以确定 ＧＤＥｓ的植物根系是否能够吸收到
地下水，即单纯利用遥感手段难以判断一个生态系统是否接受地下水的补给，需要借助细致的水文地质调

查。因此，将水文地质调查、野外生态系统监测调查与 “３Ｓ”等技术手段紧密结合，是进行 ＧＤＥｓ识别的有
效方法。首先，利用 “３Ｓ”技术对 ＧＤＥｓ分布的潜在区域进行初步圈划，确定哪些地区的植被可能会受到地
下水补给的影响，其次，现场开展专门水文地质调查和生态系统监测调查，最后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综合

识别 ＧＤＥｓ类型及其分布范围。
２２２　ＧＤＥｓ的地下水动物识别

与地表水生态系统不同，ＧＤＥｓ的一个特殊标志便是存在地域性明显的几毫米至几厘米的地下水无脊椎
动物

［３１３２］
，它与地表水动物的类型、特征和发育环境均有所不同。根据其生活史，地下水无脊椎动物可分

为 “永久生活在地下水环境中的动物”、“偶然或偶尔生活在地下水环境中的动物”以及 “地表和地下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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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类动物”三类。因地下水动物对于地下水的依赖程度不同，地下水无脊椎动物的存在及其种类组成也就

成为识别 ＧＤＥｓ的重要指标。
据相关研究，在澳大利亚干旱区地下含水层中曾发现 １００多种地下水动物，包括小型鱼类、龙虱和多种介

形亚纲动物
［３３］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３４］总结了澳大利亚不同地区含水层中存在的地下水动物种群，主要是以甲壳类动物

为主，还包括昆虫、蠕虫、腹足类、螨虫和鱼类等，在岩溶、裂隙和孔隙含水层的孔隙中，存在专属性的地下

水动物区系；美国学者 Ｂｏｗｌｅｓ和 Ａｒｓｕｆｆｉ［３５］调查发现，在得克萨斯 Ｅｄｗａｒｄｓ高原地区岩溶泉内存在多个地下水动
物种群；欧洲学者 Ｄｅｈａｒｖｅｎｇ等［３６］

调查统计欧洲６个国家的地下水中至少存在上百种以甲壳类为主的地下水动
物种类。对地下水动物进行鉴别分类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开展 ＧＤＥｓ调查的专项内容。

除了通过地下水动物种群的组成来识别 ＧＤＥｓ，还可以利用地下水动物的特征与种群的差异性来分析地
下水与 ＧＤＥｓ的水力联系。Ｆｉａｓｃａ等［３７］

研究发现泉水中桡足类的动物组合分布主要受由地下水流通道和地下

岩性介质驱动；Ｇｒａｉｌｌｏｔ等［３８］
将地下水数值模拟与生物指示耦合，来确定河流与含水层的水力联系；Ｂｒａｎｃｅｌｊ

等
［３９］
发现，地下水动物在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中的物理、化学特征和物种组成均有差别，可以作为含

水层之间水力联系的指示标志。

需要说明的是，ＧＤＥｓ不仅存在特殊的地下水动物种群，还分布有众多的微生物群落以及适生的水生植
物。通过对地下水动物进行取样分析，鉴别其物种组成和优势物种，分析其丰度或生物多样性指数，甚至进

行样品的 ＤＮＡ测试分析，综合利用多种生物调查和鉴别分析方法开展精细化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地下水
与 ＧＤＥｓ的连通性能以及物质能量输移转化过程，这不仅对于揭示 ＧＤＥｓ的生物化学循环演化过程、分析
ＧＤＥｓ生态环境受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而且对于保护和修复 ＧＤＥｓ这类特殊生态系统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鉴别分析地下水动物指标特性，对于研究地下水在多层含水层、弱渗透地层

之间的越流、升锥、倒锥等渗流和弥散过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

３　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ＧＤＥｓ）的生态水文过程模拟分析

从上述 ＧＤＥｓ影响因素、类型划分与识别方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ＧＤＥｓ不是单纯的地下水生态系统，
而是依赖地下水而生存和发育的独特的生态系统，地下水的水位、水量、水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某

一地区由于地下水开采量的增加而造成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和水质的恶化，则该地区的 ＧＤＥｓ就不能维持良
好的生态状况。这就面临着既要保护 ＧＤＥｓ、又要开采地下水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两难局面。而约束和规
范地下水的开采和管理，则需要厘清地下水如何在 ＧＤＥｓ内进行水力交换和物质传输，分析研究地下水与
ＧＤＥ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与规律，明确地下水与地表水、土壤水、植被生态系统之间的水流、水质和营养物质
的交换方式和输移转化途径，即需要开展生态水文过程研究。ＧＤＥｓ的生态水文过程主要包括 ＧＤＥｓ地表水
体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ＧＤＥｓ植被系统与地下水的相互作用两个方面。
３１　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ＧＤＥｓ）的地表水地下水相互作用过程

一方面，ＧＤＥｓ的生态水文过程表现在 ＧＤＥｓ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相互作用及其物质输移方面。Ｂｒｕｎｋｅ和
Ｇｏｎｓｅｒ［４０］较早将 ＧＤＥｓ视为一个 “水文连续体”，对维护该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由 “生态带”调控的生态过程

进行了评价；Ｋｌｖｅ等［４１］
则系统分析了 ＧＤＥｓ在水文地质学、地球化学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般

性生态水文特征，其他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定性和半定量的分析。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降水对地下水水位变化

的影响、地下水与地表水体的水力联系、地下水水位和水质对 ＧＤＥｓ的发育状态及其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等。
如果一条河流成为常年受到地下水补给的盈水河，即使干旱季节河道缺少地表径流，河流的潜流带也很发

育，可见，地下水水位高低或地下水埋深大小对 ＧＤＥｓ的生态特征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关键，这也是很
多学者推荐利用地下水依赖程度进行 ＧＤＥｓ类型划分的重要依据。地下水水位或埋深成为分析 ＧＤＥｓ地表水
地下水水力联系的重要指标，其阈值或限值的确定也成为 ＧＤＥｓ有效保护的依据。

另一方面，除了一般性的生态水文特征分析，数学模型和地下水数值模拟方法也得到较多应用。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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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别对地下水补给的潜流带、湿地、湖泊等不同类型 ＧＤＥｓ的生态水文过程进行模拟研究。潜流带研究方
面，Ｓａｌｅｈｉｎ等［４２］

从室内实验研究角度对河床底部潜流带的水力交换进行模拟；Ｌａｕｔｚ和 Ｓｉｅｇｅｌ［４３］利用 ＭＯＤＦ
ＬＯＷ和 ＭＴ３Ｄ软件对潜流带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作用和溶质迁移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该耦合模型对于
水流交换和一般化学反应过程的模拟较为有效，能够反映出溶质随渗流路径的变化，且不会产生数值弥散现

象。但是，该模型对于模拟生物化学衰减、吸附等溶质迁移过程以及非饱和带的 “渗流—溶质”变化过程

尚需作进一步改进。国内学者如袁兴中和罗固源
［４４］
、金光球和李凌

［４５］
、夏继红等

［４６］
、蒲俊兵和袁道先

［４７］

分别对河流潜流带和岩溶潜流带（岩溶交错带）进行述评分析；朱静思等
［７］
、李英玉等

［４８］
利用热追踪方法对

河道的 垂 向 潜 流 通 量 进 行 估 算 分 析；杨 平 恒 等
［９］
对 潜 流 带 水 文 地 球 化 学 交 换 特 征 进 行 分 析；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等［４９］
利用水平衡模型，对西班牙南部 Ｇｕａｄａｌｑｕｉｖｉｒ流域内沙漠湖泊类型 ＧＤＥｓ的集中向心

式的地下水径流模式进行研究；Ｎａｔｈ等［５０］
对湿地型 ＧＤＥｓ的水文连通动力和化学通量输移进行研究。丹麦

ＤＨＩ公司在软件 ＭＩＫＥＳＨＥ基础上开发了生态水文模拟模块 ＥＣＯＬａｂ工具，很多学者用来模拟生态水文过
程

［５１］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３年的 《水资源进展》

［５２］
、２００９年的 《水文地质学杂志》

［５３］
和 ２０１１年的 《生态

水文学》
［５４］
集中收录了地下水与潜流带、湿地、河岸缓冲带、含水层等不同类型 ＧＤＥ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

生态水文过程模拟的研究成果。

上述研究，分别从室内实验地球化学元素转化、野外示踪试验、水平衡计算和数值模拟等不同角度开

展，涉及到 ＧＤＥｓ的水文特性、水力联系、渗流、溶质和热量传输的计算、模拟和分析等内容。比如，对含
水层或潜流带与河流的水力相互作用模拟，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交换的水位和水温的时间效应、含水层与河

流作用的瞬时储存效应；对于溶质运移模拟，主要考虑一般化学离子以及重要源汇项（如硝酸盐）的迁移转

化问题。目前，揭示 ＧＤＥｓ生态水文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正向深层次发展，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地下水与其支
撑生态系统的水力联系及其反馈机制。

但是，目前 ＧＤＥｓ生态水文过程模拟研究主要侧重于 ＧＤＥｓ的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的渗流过程数
值模拟，而对于地下水的物质输移，特别是生态输移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尺度不够精细化，受监测

手段和试验手段的限制，对 ＧＤＥｓ边界信息和空间异质性了解的尚不够充分，目前的数值模拟主要反映区域
和流域尺度层面的水流交换过程，而对于河段尺度、栖息地尺度乃至生态群落尺度大比例尺的精细化数据支

撑的数值模拟研究较为少见；二是气候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的水循环转化的路径及其效应研究不够深入，

对于水循环系统中的地下水如何通过渗流和溶质输移等途径向生态系统进行补给、地下水与 ＧＤＥｓ之间的源
汇项如何转换、ＧＤＥｓ的生物化学循环过程如何演化，这些过程又是如何影响 ＧＤＥｓ的结构和功能，其输送
和反馈的机制如何等，均需要深入研究。

３２　依赖地下水的植被系统的生态水文过程
ＧＤＥｓ生态水文过程还表现在植被与地下水的相互作用方面。一方面，地下水直接影响植被系统的特征

与分布。Ｌａｉｏ等［５５］
利用概念模型分析了降雨量、地下水水位与植被之间的联系，认为 ＧＤＥｓ地下水水位的随

机变化与植被覆盖面积密切相关；Ｏｒｅｌｌａｎａ等［５６］
分析了地下水支撑植被的生理特征，探讨了地下水水位如何

影响植被的构成；Ｚｈｕ等［５７］
分析了中国西北地区额济纳三角洲地区植物物种多样性与地下水属性（组成和深

度）的关系；Ｌｙｕ等［５８］
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海流图河地下水支撑植被系统的分布情况。可见，地下水支撑的

植被生态系统的特征与分布情况与地下水的水位和补给状态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不同植被系统对地下水的依赖过程也较为复杂。Ｔａｍｅａ等［５９］
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降雨驱动的区

域尺度的水平衡模型，对 “植被—水位—土壤水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Ｗｕ等［６０］
采用 ＳＩＭＤｕａｌＫｃ水平

衡模型，模拟了内蒙古东北部科尔沁沙地雨养玉米作物对地下水的依赖性；ＰｅｒｅｚＨｏｙｏｓ等［６１］
选取地下水埋深

和气候干燥指数两项指标，利用树木模型估计植被与地下水相关联的概率，分析植被对地下水的依赖程度。地

下水位与植被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土壤水分转化、植被根系吸收以及蒸腾作用而发生的，地下水对 ＧＤＥｓ的
贡献大小受到这一复杂过程的控制，这方面的室内实验、野外试验以及过程模拟需要深入研究。

鉴于 ＧＤＥｓ通过地下水的作用连接土壤水、地表水及其生态系统，为了深入理解 ＧＤＥｓ的生态水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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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进一步开展地下水、土壤水与植被蒸腾相互作用的监测和试验研究。另外，ＧＤＥｓ的生态水文过程模拟还
需要开展饱和带与非饱和带的分区数值模拟及耦合数值模拟，研发耦合地下水水文学、生态学、地貌学的综

合模拟模型，对于揭示生态水文演化过程和反馈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未来的研究趋势。

４　结论与展望

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ＧＤＥｓ）是指部分或全部依赖于地下水的生态系统，开展 ＧＤＥｓ的研究对于地下水
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ＧＤＥｓ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气候变化和地下水
开采对 ＧＤＥｓ的影响尤其重要，但是多因素影响比例的定量化是目前研究的难点和未来的发展趋势；ＧＤＥｓ
可以按照地下水依赖程度、地貌类型和含水层类型及其空间分布情况进行类型划分，但其分类要便于野外调

查和管理工作；正确识别 ＧＤＥｓ非常关键，要在水文地质调查基础上，综合利用 “３Ｓ”等多种技术手段，并
辅助利用地下水动物调查取样分析方法；在 ＧＤＥｓ生态水文特征及数值模拟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地
表水与地下水的相互作用过程模拟、土壤水和地下水对 ＧＤＥｓ植被的影响贡献等方面。澳大利亚和欧美的学
者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部门已经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对于中国开展 ＧＤＥｓ研究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

由于目前对 ＧＤＥｓ的概念、分类、识别的研究，尤其是对 ＧＤＥｓ生态水文过程的规律性认识、技术方法
研究等方面仍存在不足，诸多问题需进一步探索：

（１）ＧＤＥｓ的形成发育机理和演化规律研究。比如，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因素中，二者如何叠加
影响 ＧＤＥｓ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其贡献率的大小如何量化确定。

（２）ＧＤＥｓ的生态水文过程研究。比如，地下水如何向生态系统输送物质和能量，如何开展河段沉积物
尺度、群落或栖息地尺度的水力联系或示踪试验，如何进行多要素的生态水文过程模拟。

（３）地下水动物的生物作用过程研究。比如，如何从地下水动物与微生物联合作用的角度开展生物水
文地球化学过程模拟。

（４）ＧＤＥｓ生态服务价值与风险分析评价研究。比如，如何进行 ＧＤＥｓ的生态功能和价值评估、如何进
行风险识别与管理、如何对 ＧＤＥｓ进行保护和修复等。

实际上，ＧＤＥｓ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包括水文地质学、水文学、生态学等传统学科的方法以
及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地下水水文学、生态水文学、水文生态学和生态水文地质学等新兴学科的方法都得到不

同程度的应用，未来需要更好地整合多学科相关理论和技术，并结合农业、土壤科学和环境生物学等相邻学

科开展跨学科的深入研究，这也是 ＧＤＥｓ的未来研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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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ＢＡＲＲＯＮＯＶ，ＥＭＥＬＹＡＮＯＶＡＩ，ｖａｎＮＩＥＬＴＧ，ｅｔ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ｓ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１４，２８（２）：３７２３８５．
［２８］ＧＯＵＳ，ＧＯＮＺＡＬＥＳＳ，ＭＩＬＬＥＲＧＲ，ｅｔ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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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２０１５，５３（１）：９９１１０．
［２９］ＤＯＯＤＹＴＭ，ＢＡＲＲＯＮ，ＯＶ，ＤＯＷＳＬＥＹ，Ｋ，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７，１０：６１８１．
［３０］ＰＥＲＥＺＨＯＹＯＳＩ，ＫＲＡＫＡＵＥＲＮ，ＫＨＡＮＢＩＬＶＡＲＤＩＲ，ｅｔａｌ．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ｓｉｎｇ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Ｊ］．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６（２）：１７．
［３１］ＳＣＨＭＩＤＴＳＩ，ＨＡＨＮＨＪ．Ｗｈａｔｉ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ｔｏｆａｕｎａ？：ａｎｏｐｉｎｉｏｎ［Ｊ］．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２０１２，４２（１）：１６．
［３２］ＭＡＵＲＩＣＥＬ，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Ｊ．Ｓｔｙｇｏｂｉｔｉｃ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ｉ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ｖｉｅｗｆｒｏｍａ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２，５（１）：５１７１．
［３３］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Ｗ Ｆ．Ｒｅｌｉｃｔｓｔｙｇｏｆａｕｎａｓ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ｅａｓａｌｔ，ｋａｒｓｔａｎｄｃａｌｃｒｅｔ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ｉｎａｒｉｄ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ａｎｙ

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ｉｎｅａｇｅｓ［Ｊ］．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１９９９（ｂ）：２１９２２７．
［３４］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Ｗ Ｆ．Ａｑｕｉｆｅｒｓ：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０６，５４（２）：

１１５１３２．
［３５］ＢＯＷＬＥＳＤＥ，ＡＲＳＵＦＦＩＴＬ．Ｋａｒｓｔ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Ｅｄｗａｒｄ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ｅｘａｓ，ＵＳＡ：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ｈｒｅａｔｓｔｏｔｈｅｉｒ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ｆｆｏｒ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Ａｑｕａｔｉｃ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Ｅ
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３，３（４）：３１７３２９．

［３６］ＤＥＨＡＲＶＥＮＧＬ，ＳＴＯＣＨＦ，ＧＩＢＥＲＴＪ，ｅｔ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Ｊ］．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５４（４）：
７０９７２６．

［３７］ＦＩＡＳＣＡＢ，ＳＴＯＣＨＦ，ＯＬＩＶＩＥＲ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ａｒｋｓｉｄｅ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ｓ：ｗｈａｔｄｒｉｖｅｓ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ｉｏｆａｕ
ｎ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７３（１）：５５６４．

［３８］ＧＲＡＩＬＬＯＴＤ，ＰＡＲＡＮＦ，ＢＯＲＮＥＴＴＥＧ，ｅｔ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ｑ
ｕｉｆｅ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Ｊ］．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ｌｕｓ，２０１４，３（１）：１１４．

［３９］ＢＲＡＮＣＥＬＪＡ，ＩＢＲＡＴＵ，ＪＡＭＮＩＫＢ，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ａｕｎａ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ａｎｄｉｎｄｅｅｐ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ａｑｕｉｆｅｒｓ
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７５（２）：２４８２６１．

［４０］ＢＲＵＮＫＥＭ，ＧＯＮＳＥＲＴＯＭ．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Ｊ］．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３７（１）：１３３．

［４１］ＫＬＶＥＢ，ＡＬＡＡＨＯＰ，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Ｇ，ｅｔ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ｒｔＩ：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１，１４（７）：７７０７８１．

［４２］ＳＡＬＥＨＩＮＭ，ＰＡＣＫＭＡＮＡＩ，ＰＡＲＡＤＩＳＭ．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ｔｒｅａｍｂｅｄ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ｏｄ
ｅｌｉｎｇ［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４０（１１）：１１６．

［４３］ＬＡＵＴＺＬＫ，ＳＩＥＧＥＬＤＩ．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ｉｘ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ｚｏｎｅｕｓｉｎｇＭＯＤＦＬＯＷ ａｎｄＭＴ３Ｄ［Ｊ］．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６，２９（１１）：１６１８１６３３．

［４４］袁兴中，罗固源．溪流生态系统潜流带生态学研究概述［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３，２３（５）：９５６９６４．（ＹＵＡＮＸＺ，ＬＵＯＧＹ．Ａ
ｂｒｉｅｆｒｅｖｉｅｗｆｏｒ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ｚｏｎｅｏｆｓｔｒｅａｍ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２３（５）：９５６９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５］金光球，李凌．河流中潜流交换研究进展［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８，１９（２）：２８５２９３．（ＪＩＮＧＱ，ＬＩ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ｈｙ
ｐｏｒｈｅ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ｒｉｖｅｒ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１９（２）：２８５２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６］夏继红，陈永明，王为木，等．河岸带潜流层动态过程与生态修复［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３，２４（４）：５８９５９７．（ＸＩＡＪＨ，
ＣＨＥＮＹＭ，ＷＡＮＧＷＭ，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ｌａｙｅｒｉｎ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ｚｏｎｅ［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４（４）：５８９５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７］蒲俊兵，袁道先．Ｋａｒｓｔ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ｚｏｎｅ及其研究进展［Ｊ］．中国岩溶，２０１３，３２（１）：７１３．（ＰＵＪＢ，ＹＵＡＮＤＸ．Ｋａｒｓｔｈｙｐｏ
ｒｈｅｉｃｚ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Ｊ］．Ｃａｒｓ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３２（１）：７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８］李英玉，赵坚，吕辉，等．河岸带潜流层温度示踪流速计算方法［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６，２７（３）：４２３４２９．（ＬＩＹＹ，ＺＨＡＯ
Ｊ，ＬＹＵＨ，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ｌａｙｅｒｉｎ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ｚｏｎｅ［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７（３）：４２３４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９］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Ｍ，ＭＯＲＡＬＦ，ＢＥＮＡＶＥＮＴＥＪ，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Ｌａｎｔｅｊｕｅｌａ，Ｓｐａｉｎ）［Ｊ］．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８，２２（２）：１３７１４７．

［５０］ＮＡＴＨＢ，ＬＩＬＬＩＣＲＡＰＡ，ＥＬＬＩＳＬ，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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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９卷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ｂｙａｃｉｄｓｕｌｆａｔｅｓｏｉｌ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４９（１）：４４１４５７．
［５１］ＢＵＴＴＳＭＢ，ＬＯＩＮＡＺＭ，ＢＬＡＳＯＮＥＲＳ，ｅｔａｌ．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ｉｎ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ｗａ

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Ｃ］／／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ＵＳＡ，２０１４．
［５２］ＲＵＮＫＥＬＲＬ，ＭＣＫＮＩＧＨＴＤＭ，ＲＡＪＡＲＡＭＨ．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ｚｏｎ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３，２６

（９）：９０１９０５．
［５３］ＨＡＮＣＯＣＫＰＪ，ＨＵＮＴＲＪ，ＢＯＵＬＴＯＮＡＪ．Ｐｒｅｆａｃ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１７（１）：１３．
［５４］ＫＲＡＵＳＥＳ，ＨＡＮＮＡＨＤＭ，ＳＡＤＬＥＲＪＰ，ｅｔａｌ．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ｈｅ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４（４）：４７７４８０．
［５５］ＬＡＩＯＦ，ＴＡＭＥＡＳ，ＲＩＤＯＬＦＩＬ，ｅｔａｌ．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４５（５）：１１３．
［５６］ＯＲＥＬＬＡＮＡＦ，ＶＥＲＭＡＰ，ＬＯＨＥＩＤＥＳＰ，ｅ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２，５０（３）：１２４．
［５７］ＺＨＵＪ，ＹＵＪ，ＷＡＮＧＰ，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６（２）：１９１２００．
［５８］ＬＹＵＪ，ＷＡＮＧＸ，ＺＨＯＵＹ，ｅｔ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ａｉｌｉｕｔｕＲｉｖｅｒ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ａ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ｒｅ

ｇ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６（１）：１４２１４９．
［５９］ＴＡＭＥＡＳ，ＬＡＩＯＦ，ＲＩＤＯＬＦＩＬ，ｅｔａｌ．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４５（５）：１１３．
［６０］ＷＵＹ，ＬＩＵＴ，ＰＡＲＥＤＥＳＰ，ｅ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ｂｙａ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ａｉｚｅｉｎａ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ｅｖａｐｏ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ｒｉｓｅ［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１５２：２２２２３２．
［６１］ＰＥＲＥＺＨＯＹＯＳＩＣ，ＫＲＡＫＡＵＥＲＮＹ，ＫＨＡＮＢＩＬＶＡＲＤＩ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ｂｅ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６，３（２）：１２１．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ＩＦｕｌｉｎ１，２，ＣＨＥＮＨｕａｗｅｉ１，２，ＷＡＮＧＫａｉｒａｎ１，２，ＣＨＥＮＸｕｅｑｕｎ１，２

（１．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ＧＤＥｓ）ｒｅｆｅｒｔ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ａｔｐａｒｔｌｙ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ＧＤＥｓ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ｎｏｔｏｎｌｙ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ｏｆＧＤ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ｆｏ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ｕ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ｈｉｓｐａ
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ａｔｍａｉｎｌｙ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ｒｏｍ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ＧＤＥｓ．Ｉｔ
ａｌｓ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ｉ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ｇａ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ｔｗａｓｃｏｎｃｌｕ
ｄ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ａｔＧＤＥｓｗｅｒｅｌａｒｇｅｌｙｉｍｐａｃｔｅｄｂ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Ｇ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ｆｏｒｆｉｅ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Ｄ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ａｕｎａ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ｉｓｒｅｖｉｅｗｈａｓａｌｓｏｓｕｇ
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ｆｏｒＧＤ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ｌｏｗ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ｏ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ＧＤＥｓ）；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４１５７２２４２）．

地质制版　＼ＤＺ１５＼Ｄ＼书版＼２０１８水科学进展 ０５＼　５校样：陆姣　时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