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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岩溶关键带处于岩石、 水、 土壤、 大气、 生物五圈交汇地带。 正确认识岩溶关键带的结构、 功能及其水文循

环过程是当前地球关键带与岩溶水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剖析了岩溶关键带水循环过程与演变规律、 水循环过程

在岩溶关键带中的作用, 探寻变化环境下岩溶关键带水循环过程演变的规律与驱动机制, 总结不足与问题, 提出

未来研究的总体趋势和方向: 岩溶关键带形成与演化和水循环过程相互作用机制; 岩溶关键带水循环驱动的物质

转化与能量迁移过程及其耦合; 水循环过程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对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 多种观测与模

拟手段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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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关键带是维系地球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生存的关键区域, 被认为是当前基础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地球关键带科学是近 20 年来逐渐兴起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利用多学科理论和手段研究不同时间和空间

尺度地球表层系统演化及其综合控制因素和机理, 探究表层地球系统演化规律与人类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

环境之间的关系, 代表了未来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新理念和发展趋势。 关键带的理论方法是地球系统科学的

发展 [1] 。 关键带科学对于环境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 。 自地球关键带概念提出以来,
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相继开展和部署了相关研究计划与项目, 并逐步部署了观测站,
截至 2015 年, 已有 60 个国家在 21 个关键带观测站开展研究工作 [3] , 关键带研究已发展为集成多学科、 多

种新型技术手段, 整合共享多种研究数据和成果的研究领域, 同时也成为科学界国际合作的热点。
岩溶关键带是地球关键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岩溶关键带处于岩石、 水、 土壤、 大气、 生物五圈交汇

地带, 受到五大圈层提供的岩溶动力作用, 对环境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调节着岩溶区的自然生境, 决定

着维持生命的资源供应。 水是关键带中连接大气圈、 水圈、 生物圈和岩石圈的重要纽带, 是各圈层物质与能

量的主要载体, 水循环是不同圈层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主要驱动力。 随着当代水文科学的快速发展, 水

循环研究已不仅限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研究, 而将更多地融入自然、 环境、 社会及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

叉研究领域。 由于水循环多元、 多维、 多层次、 多尺度和多要素的特点以及应用的多目标, 在实践上要实现

水系统的良性水循环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基于科学发展观, 进行全面统

筹 [4] 。 正确认识岩溶关键带的结构、 功能及其水文循环过程是当前地球关键带与岩溶水科学研究的关键问

题。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剖析岩溶关键带水循环过程与演变规律、 水循环过程在岩溶关键带中

的作用, 探寻变化环境下岩溶关键带水循环过程演变的规律与驱动机制, 总结不足与问题, 展望未来研究的

总体趋势和方向, 旨在为岩溶关键带水文过程的理论研究及岩溶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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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溶关键带研究现状及科学问题

1 . 1　 地球关键带的概念与科学问题

关键带(Critical Zone)一词最早由 Gail Ashley 博士在美国地质学会的一次会议中提出, 他首次将关键带

应用于陆面环境, 并指出关键带研究是对生命具有重大意义的地质和地表过程研究, 需要运用涉及物理、 化

学及生物过程的综合方法来理解这一三维的、 复杂的、 相互关联的系统 [5] 。 2001 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正

式提出地球关键带(Earth Critical Zone)这一概念 [6] , 它是指异质的近地表环境, 岩石 土壤 水 生物 大气在

其中发挥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也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圈层, 调节着自然生境, 决定着维持生命的资源供

应。 Brantley 等 [7] 提出, 地球关键带是由地表植被冠层向下至基岩含水层的地球脆弱外壳, 这一定义为多数

学者所认同。 在横向展布上, 关键带表现出了高度的空间异质性, 既有正地形区的剥蚀环境, 也包括了负地

形区的堆积环境, 将流域内的地表过程耦合在一起 [8] 。 总之, 地球关键带指地表岩石 土壤 生物 水 大气相

互作用带, 即树冠至含水层间的物质交换、 能量流动带。
在不同区域, 地球关键带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和复杂性。 地球关键带科学强调生物 非生物相互作用、 地

上 地下整体研究、 不同时空尺度物理 化学 生物之间耦合、 自然过程与人为过程耦合、 地质循环和生物循

环相互作用, 以及从分子尺度到全球尺度的跨越 [9] 。
目前, 地球关键带研究主要涉及以下科学问题:
(1) 地球关键带的结构、 不同界面的交互作用以及物质能量转化规律;
(2) 地球关键带演化过程及其机理;
(3) 地球关键带研究的技术方法;
(4) 地球关键带资源环境问题与服务功能。
关键带的研究范式主要有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式 [8] 和 3M(填图—监测—建模)

模式 [10] , 前者以环境问题的因果链为主线, 后者以循环上升的认识过程为主线。

1 . 2　 岩溶关键带的内涵、 特点

岩溶关键带(Karst Critical Zone)一词由袁道先院士提出, 指出当前地球系统科学在岩溶学领域应用的最

重要表现就是对关键带的研究 [2] 。 由于碳酸盐岩特殊的生物地球化学特征及岩溶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 岩

溶关键带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地球关键带的显著特征: 通过溶蚀与沉积作用, 岩石圈积极参与关键带过程,
并充当碳源; 岩溶关键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更为显著; 岩溶关键带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干扰更为敏感;
由于岩溶洞穴和地下河的发育, 岩溶关键带拥有巨大的地下空间和重要的地下水体, 水资源丰富但难以利

用, 严重制约了生存与发展; 岩溶洞穴中拥有大量的地下植物群系和生物群系。
目前尚未见到岩溶关键带的确切定义, 一般是指岩溶地区的地球关键带。 岩溶关键带处于岩石、 水、 土

壤、 大气、 生物五圈交汇地带, 受到五大圈层提供的岩溶动力作用, 垂向上从植被冠层到含水层的底部。 这

一概念要与表层岩溶带(Epikarst)及岩溶交互带(Karst Hyporheic Zone)区别开来: 表层岩溶带是表层碳酸盐

岩形成各种犬牙交错的岩溶个体形态和微形态并组合构成不规则带状的强岩溶化层, 其下界为岩溶不发育的

岩石 [11] 。 岩溶交互带(Karst Hyporheic Zone)是岩溶地下水与周边岩溶基质(含沉积物、 基岩)水之间物质能

量活跃交替的地带口, 它在岩溶管道形成及发育过程、 岩溶环境中生物地球化学作用过程、 微尺度岩溶水循

环过程、 污染质迁移吸附及转换、 微生物作用、 地下生态系统演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14] , 其变化

的空间尺度可从微米到数十米, 它受到梯度效应、 岩溶形态的共同影响 [14-15] 。 虽然三者都是物质能量活跃

交替的地带, 对环境变化敏感, 但岩溶关键带比表层岩溶带和岩溶交互带涵盖范围更广、 垂向厚度更大, 与

地球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生存关系更为密切, 功能性更强, 涉及学科更多, 研究领域更广(图 1)。
中国的碳酸盐岩古老坚硬、 厚度大, 加上新生代以来的大幅度抬升, 未受到末次冰期刨蚀及季风气候的



　 第 1 期 吕玉香, 等: 岩溶关键带水循环过程研究进展 125　　

水热配套等有利条件,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岩溶地貌形态组合, 呈现不同的物理、 化学、 生物过程, 这在世界

范围内有其独特性 [16] 。 因此, 中国具有开展岩溶关键带研究的独特条件。

图 1　 岩溶关键带、 表层岩溶带与岩溶交互带示意

Fig. 1 Sketch of Karst Critical Zone, Epikarst and Karst Hyporheic Zone

1 . 3　 岩溶关键带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及发展趋势

中国拥有开展岩溶关键带研究的优越条件, 2015 年启动的中英关键带国际合作研究中包含了岩溶关键

带的不可逆演化、 岩溶关键带的碳-氮-水耦合循环、 岩溶关键带不同界面的交互作用及三维异质性等重要方

向。 2016 年中国启动了“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效应”国际大科学计划, 也为开展岩溶关键带研究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该计划重点开展 6 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研发流域尺度岩溶碳循环及固碳增汇; 岩溶地下

水一地表水耦合的可持续管理模型; 岩溶生态系统脆弱性与服务功能评价; 利用岩溶洞穴石笋架构过去气候

与现代气候变化的桥梁; 岩溶塌陷发生机制及预警; 岩溶形态演化与景观资源保护; 碳酸盐岩与矿产资源。
2017 年国际合作项目“岩溶系统关键带过程、 循环与可持续性全球对比研究” ( IGCP661)成功获批, 由中国

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牵头, 该项目主要研究岩溶关键带的结构、 形成与演化、 关键带过程与碳水钙循

环、 关键带功能及其演变与可持续利用等科学问题。
目前, 岩溶关键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岩溶关键带的结构与特点已基本形成共识, 但对于不同界

面的物质能量转化过程与规律、 岩溶关键带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仍缺乏全面、 系统的认识, 未

来岩溶关键带研究需要从以下 4 个方面努力:
(1) 运用地球系统科学理论。 基于对岩溶动力系统的理解, 监测与定量刻画五大圈层交界面的物质与能

量转换过程。
(2) 研究不同地区岩溶关键带的结构与特点, 利用地质记录、 同位素、 水化学等手段, 揭示岩溶关键带

形成演化过程机理、 机制。
(3) 认识不同区域关键带的差异, 并进行分类; 基于可用的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 生态和地质灾害的监

测网, 建立不同类型的监测网络。
(4) 在关键带研究框架下, 利用 ChinaFLUX 数据-模型融合系统、 陆地生态系统相关模型、 涡度相关观

测技术和遥感观测等多种技术手段联合对喀斯特关键带碳汇进行多尺度监测与计算, 多种方法对比分析 [17] 。

2　 岩溶关键带水文循环过程研究进展

水文循环是地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物质迁移和能量传输中起着媒介和驱动的作用。 蒸散发、 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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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壤水是流域水文循环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这三大水文循环要素在某种程度决定了区域水资源状况、 生

态环境优劣, 进而成为区域社会与环境和谐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制约因子之一 [18] 。
水文循环是岩溶关键带的主要过程之一, 是岩溶动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 30 年来, 岩溶水文地质

学者深入研究了岩溶地区的含水介质及各种组合类型的特性, 岩溶水在各类介质中的赋存、 运移及水力联

系, 对岩溶地区“三水”转化关系, 岩溶系统内物质的传输、 转化、 水力动态联系、 水岩作用程度、 补给来

源等方面有了深刻的认识。

2 . 1　 岩溶关键带水循环过程与演变规律

2 . 1 . 1　 岩溶关键带地下水赋存与循环特征

由于岩溶区特殊的地质结构, 降雨除了大部分转变为地下水外, 还有一部分通过土壤和植被以蒸发和蒸

腾的形式返回大气中, 少部分形成地表径流, 因而岩溶地区常缺少地表水系。 岩溶含水介质具有裂隙、 孔

隙、 管道等多重性的特点, 岩溶区水文过程与一般的孔隙水、 裂隙水相比, 具有分布更为不均匀、 补给排泄

迅速、 水位流量季节变化剧烈等特点, 因此, 岩溶地下水的赋存与循环过程研究更为困难。 岩溶关键带强调

树冠至含水层间生物 非生物相互作用、 地上 地下整体研究、 物理 化学 生物之间耦合、 自然过程与人为过

程耦合、 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相互作用, 为岩溶区水循环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 当然, 也提出了

挑战。
在植物吸收水分方面, 由于岩溶地区土层较薄, 土壤及植被不连续, 地表保水能力差, 水土漏失严重,

水分是岩溶区植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 土层下广厚基岩为植物根系生长提供了空间, 形成其独特的水分机

制。 运用稳定同位素技术, 通过测定植物木质部水分和不同土层水分的氢氧同位素值, 可有助于判断植物水

分来源, 这在岩溶区植被中已得到了广泛应用 [19-21] 。 植被类型、 土层厚度、 岩溶发育特征及不同季节对植

物吸收水分比例的影响是目前及将来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探索植物水分利用机制及对岩溶干旱生境的适

应策略, 探讨如何在有限水资源下对喀斯特区植被进行有效恢复, 是岩溶关键带维系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

体现。
在产流过程方面, 岩溶区产流模式主要为蓄满产流模式, 霍顿产流模式只能解释均质包气带的产流机

制 [22] , 也有学者认为岩溶区主要为饱和产流模式 [23] 。 岩溶区除了拥有非岩溶区的产流特点外, 还有表层岩

溶带的径流以及裂隙管道等侧向水流, 岩溶地区的产流面可以分为不透水面、 土壤面和基岩裸露面三类 [24] 。
实际上, 岩溶地区对降雨有很强的吸收能力, 因此, 只有在大雨或暴雨的情况下才有坡面流的产生, 而其余

形式的降雨都被表层带吸收 [11] ; 姜光辉等 [25] 通过对表层岩溶泉水水位、 pH 值、 电导率、 水温和降水的连

续监测, 发现表层岩溶带降水补给的产流阈值为 12 mm, 表层岩溶带的产流阈值是区别有效降雨和无效降水

的标准, 并对理解岩溶地下水的形成有帮助。 由于表层岩溶带的存在以及特殊的地质结构使得岩溶区下垫面

条件不同于非岩溶区, 其产流模式也更为复杂 [26] , 探讨产流机制和产流模式, 将是未来岩溶关键带水循环

研究的一个难点。
在汇流过程方面, 岩溶地下径流常呈现出达西流与非达西流并存、 地下河与地表河交替出现的特点。 岩

溶含水层可分为上层的非饱和带和下层的饱和带, 非饱和带从上至下又可分为土壤层和包气带(表层岩溶带

和过渡带), 其各层都表现出不同的水文特征, 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径流组分、 循环路径、 储存与滞留时间

等。 以表层岩溶带为例, Bottrel 和 Atkinson[27] 利用示踪试验推导出了表层岩溶水的 3 种组分: 停留时间约 3
天的快速流; 停留时间 30 ~ 70 天的组分; 停留时间超过 160 天的长期滞留组分。 Kogovsek[28] 同样识别出了

表层岩溶带中 3 种流动成分: 快速流动, 速度为 0. 5 ~ 2 cm / s; 中等流速, 速度为 0. 01 cm / s; 慢速流, 速度小

于 0. 001 cm / s。 Williams 和 Fowler[29] 发现水通过 60 m 的包气带进入新西兰的一个洞穴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越干旱的地区传输时间越长, 在湿润地区, 表层岩溶水的存储时间一般数月至 1 年, 而在半干旱地区, 可达

数年至数十年 [30] 。 对于岩溶水这种复杂的流态, 如何通过合理的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方法加以描述将

是岩溶环境下汇流过程研究的主要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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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循环过程的定量化研究方面, 主要通过水文模型进行水文过程模拟以及通过同位素、 水化学手段进

行径流组分划分。 岩溶区水文过程模拟研究已较为成熟, 袁道先和戴爱德 [11] 在水箱模型的基础上开发出的

桂林“丫吉模型”是最早在西南岩溶地区成功建立的流域水文模型之一。 结合灰色理论、 分形方法及人工神

经网络等现代数学方法所建立起来的数理统计模型在岩溶地区也有一定的应用 [31-32] , 但此类方法缺乏必要

的物理基础, 在预测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分布式水文模型在理论上适用于岩溶关键带的复杂条件, 但

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岩溶产流模式的确定; 复杂下垫面条件的模型描述; 岩溶径流成分及汇流路径

的确定; 下垫面空间异质性导致的尺度效应问题 [33] 。 以往工作多注重水流过程与地质作用、 物理作用及水

文地球化学作用, 对于生物地球作用考虑较少, 水文过程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耦合将是岩溶关键带水循环

过程模拟的重要研究方向。
在径流组分划分方面, 由于岩溶地区地表具有强烈的渗透性, 使得地下径流比地表径流更为丰富, 其径

流成分划分也更有难度, 因此其研究程度不及其余地区系统和深入, Lee 和 Krothe[34] 使用稳定同位素对印度

尼西亚暴雨效应中泉水的组成进行了研究, 认为降雨占 10. 6% , 土壤水占 3. 1% , 表层岩溶带中原有“老水”
为52. 3% ,基流占 34% ; 姜光辉等 [35] 利用桂林试验场 S54、 S55、 S56、 S57 表层岩溶泉资料, 将径流成分进

行了划分, 认为岩溶山区的产流包括: ① 大气 岩石界面的超渗产流; ② 大气 土壤界面的超渗产流或者饱

和产流; ③ 土壤 岩石界面的壤中流; ④ 表层岩溶带 包气带界面的表层岩溶带产流; ⑤ 包气带 饱水带界

面的地下径流。 产流模式共 5 种, 表层岩溶带产流是岩溶山区特有的。 目前, 关于岩溶山区径流组分定量划

分的研究相对较少。 水化学和生态水文观测都表明, 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 地下水体的停留时间和路径

是高度异质性的, 划分径流组分必须充分考虑地质、 地貌和土壤学因素 [36] 。 另外, 径流组分划分也未考虑

植物截留与吸收水分、 土壤水蒸发与植物蒸腾等不同界面间的作用与过程, 尚不能体现岩溶关键带的特征。

2 . 1 . 2　 岩溶关键带结构对水循环过程的影响

岩溶关键带的结构特征是控制其水循环过程的关键因素。 植被、 土壤、 岩性、 岩石结构、 构造及地貌的

不同组合形式造成了不同地区水循环过程的差异。
土壤层的厚度和植被类型会使岩溶水径流过程与动态、 水化学特征发生变化。 岩溶区灌丛、 人工林、 天

然林生态系统在对小气候的调节、 降雨的截留以及土壤和地被物的水分吸收率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37] , 石

漠化环境条件下, 岩溶泉水暴涨、 暴落, 雨季造成洪涝, 旱季断流无水; 而森林茂密的原始森林, 不但形成

林下潮湿的枯枝落叶和土壤层, 而且表层岩溶泉水常流不断, 动态相对比较稳定, 干旱与洪涝灾害并不频

繁 [38] 。 在广西马山弄拉试验场的研究则发现, 与次生林区相比, 灌丛区的表层岩溶泉更易受到地表环境变

化的影响, 物化指标的日变化幅度更大, 具有较低的电导率, 总体上岩溶作用强度也较弱 [39] 。
灰岩与白云岩地区岩溶泉动态也表现出较大差异, 白云岩基础上发育的岩溶带裂隙、 孔隙丰富, 导致岩

溶泉水位涨退缓慢。 灰岩基础上发育的岩溶带管道发育, 管道中的快速流使岩溶泉的水文动态变化剧烈 [40] 。
不同海拔高度的岩溶泉水化学对环境变化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Zhang 等 [41] 研究表明, 气温和土壤

CO2浓度是引起水化学动态变化的两个重要因子, 位于海拔较低的碧潭泉气温、 土壤 CO2 浓度相对较高, 岩

溶作用也相对强, 位于海拔较高的水房泉则相对较弱, 受气温控制, 前者的水温、 pH 值表现出明显的白天

高、 夜间低的昼夜变化规律。
岩性、 构造等通过影响岩溶关键带的岩溶率来控制径流特征。 岩溶关键带复杂的三维结构控制了岩溶水

的流态、 径流路径和产流机制。 陈星和杨子江 [42] 分析了多个亚动态反映出来的岩溶管道级、 裂隙级、 孔隙

级水在流量衰减曲线中所占的比例, 认为孔隙度在诸因素中占有较重要的权重, 构造断裂及破碎带会加速孔

隙水的衰减, 导致孔隙级水在衰减曲线上的比例减少, 裂隙级水的比例增大; 岩层产状也将影响孔隙级水的

衰减速度; 洞穴的发育使岩溶地下水衰减速度增大。 Clement 等 [43] 模拟了表层岩溶带的演化及水向下部潜水

区的运移过程, 发现潜水区岩溶管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表层岩溶带的补给分配演化, 随着从表层快

速渗透路径的增大, 非饱和水流入底层管道系统的量增加, 潜水层中管道增长加快。 Petrella 等 [44] 利用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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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踪试验, 刻画了表层岩溶带结构特征及水流特征, 试验表明, 上、 下表层岩溶带( ep1、 ep2)岩溶管道网

络均较发育, 上部岩溶发育更为强烈, 上部的表层岩溶水 ( ep1) 纵向弥散度为 2. 42 m, 下部表层岩溶带

(ep2)与松散多孔介质水力性质相似, 达西定律可用于描述地下水流, 该区水流纵向弥散度较小(0. 13 m),
至于在试验尺度上达西定律是否适用于上部表层岩溶带( ep1), 仍需进一步验证。 岩溶水系统内管道、 裂隙

呈网状发育, 其中岩溶管道从源头至下游发育程度逐渐增强, 模拟显示裂缝与管道系统之间的双向水流也逐

渐增加。 降雨对流域功能的影响同样受岩溶关键带结构的限制, 在表层岩溶带较薄及落水洞较为发育的条件

下, 更利于地表水快速进入地下网络通道, 从而使水补给在快速流系统和总流量中占据更高的比例 [45] 。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岩溶关键带结构(植被、 土壤、 岩性、 岩石结构、 构造及地貌的不同组合形式)对径

流动态过程、 水化学动态变化、 径流路径及产流机制等方面的影响, 在岩溶关键带植物水分利用机制、 水文

过程模拟、 径流组分的划分等方面, 对岩溶关键带结构的完整性、 各界面之间的物质交换与能量流动考虑较

少, 亟待加强。

2 . 2　 水循环在岩溶关键带中的作用

2 . 2 . 1　 作为驱动力, 促进岩溶关键带形成与演化

关键带中的水通过重力作用, 逐步改变地形; 促进岩溶作用, 从而驱动各类岩溶组合形态的产生; 物理

地聚集和运输土壤, 改变土壤结构; 促进植物生长, 形成小气候, 改变局部环境; 水循环持续对岩溶关键带

产生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同时, 水循环的各要素(降雨、 蒸散发、 径流

等)在不同尺度上的时空分配格局, 又决定了各地岩溶关键带的差异。 如中国热带、 亚热带与干旱、 半干旱

区岩溶关键带结构就存在显著差异, 热带亚热带典型岩溶地貌为峰丛洼地及峰林平原, 石峰、 洼地、 坡立

谷、 尖溶痕、 地下河、 落水洞、 脚洞等广泛分布; 干旱、 半干旱区典型岩溶地貌为常态山、 干谷、 溶丘、 洼

地, 地表有少量石牙、 溶沟、 溶槽、 浅溶痕。

2 . 2 . 2　 充当媒介, 促进各大圈层物质交换与能量交换

(1) 促进溶质运移 　 降雨入渗后, 与土壤和岩石矿物发生相互作用, 部分矿物质进入水中, 并促进风化

面的形成 [46-47] 。 之后, 水被分流, 一部分通过蒸腾作用返回地表。 在半干旱气候条件下, 潜在的蒸散量超

过了降水量, 所以几乎没有横向运动, 许多溶质被重新沉积在地表下。 在较湿润的气候条件下, 侧向流动会

使溶质流失, 而风化则会造成更大的岩石物质损失 [48] 。 另外, 水循环过程驱动元素迁移、 富集、 沉淀, 形

成关键带有用的矿产资源 [16] 。 如山东朱崖褐铁矿床、 湖南安化青冲山褐铁矿即是可溶岩中的矿源层(体)经

岩溶水溶滤出有用组分, 再被搬运至有利岩溶空间, 沉积形成的矿床, 称为岩溶沉积矿床; 广西桂平木圭淋

积锰矿、 江苏凤凰山洞穴淋积磷矿即是可溶岩中的矿源层 (体) 经岩溶水溶滤, 使其中有用矿物成分发生不

同程度的变化和元素的迁移、 富集形成的淋积矿床。
(2) 造成水土流失 　 由于岩溶关键带特殊的岩土结构, 降雨后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且具有地表、 地下流

失同时存在的特点。 岩溶坡地地表流失产出的泥沙部分随地表径流直接进入地表河流, 部分沉积于坡地的溶

沟、 溶槽和洼地内; 地下流失系指地下径流侵蚀产出泥沙的流失, 流失的泥沙主要为表土层以下的或岩石孔

隙、 裂隙中充填的土体, 这些土体可以是土下岩石化学溶蚀产生的酸不溶物, 也可以是沉积于溶沟、 溶槽和

洼地内的地表流失产出的泥沙, 地下流失产出的泥沙通过地下河系统最终汇入地表河流 [49] 。
(3) 驱动碳、 氮、 钙循环 　 水循环是岩溶动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岩溶作用由大气回收或向大气

释放 CO2, 调节大气温室气体浓度, 缓解环境酸化 [50] 。 岩溶关键带中氮元素大部分来自于农业肥料以及城

市地区的沉积物, 虽然对提高产量至关重要, 但也是许多有机和无机污染物之一, 通过沉积和淋滤进入

土壤 [51] 。
除了物理和化学作用外,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尤其是微生物作用对岩溶关键带中物质循环至关重要。 生物

直接殖居在碳酸盐岩上, 可促进碳酸盐岩溶解, 内生地衣的岩溶样品与相应岩石样品的对比溶蚀试验表明:
因地衣殖居可使碳酸盐岩溶蚀速率提高 26% ~ 64% [52] ; 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 如光合-呼吸作用、 植物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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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对微环境、 小环境、 区域环境中 CO2和 H2O 动态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碳酸盐岩的溶解 [53] 。
水文循环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耦合, 共同驱动岩溶关键带碳、 氮、 钙循环。 以碳循环过程为例, 主要存

在 3 个阶段: 水对碳酸盐岩溶解将大气 / 土壤 CO2转移到水中; 富含无机碳的岩溶水在岩溶含水介质中运移;
岩溶地下水出露地表成地表河时, 水生植物光合作用, 将岩溶水体中无机碳转化为有机碳, AAPB(好氧不产

氧光合异养细菌)将 DOC(溶解有机碳)转化为 RDOC(惰性的溶解有机碳) [53] 。

2 . 2 . 3　 作为资源, 维持人类生存

水是人类生活饮用、 农业灌溉及工业生产的重要资源。 在岩溶地区, 同时存在干旱、 洪涝积水污染问

题, 在全球变化及人类工程活动影响下, 水资源问题日益突出。 科学地认识水循环与岩溶关键带的相互作

用, 并合理利用水资源, 是水文地质科学面临的挑战。

2 . 2 . 4　 水作为生态环境的组成要素

水是生态环境要素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是岩溶关键带水文生态过程的重要记录指标。 研究岩溶关键带的

水循环过程可为岩溶生态退化修复及维持其生态服务功能提供科学依据。

2 . 3　 变化环境下水循环过程演变的规律与驱动机制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IAHS)将水文与社会系统中的变化(Change in Hydrology and Society)列为 2013—2022
年十年计划的主题, 处于变化中的水文系统与社会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辨识水文系统变化的规律与驱

动机制是最为重要的两大科学问题。
地下河和岩溶泉水量、 水化学及动态特征在不同时间尺度的变化是岩溶关键带水循环过程演变的重要体

现。 近年来, 学者们对变化环境下典型地下河和岩溶泉水物理、 化学指标的动态变化等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

研究, 并进行了多要素、 多尺度对比,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54-57] 。
通过对降雨期间表层岩溶水的动态监测, 基本掌握了表层岩溶动力系统运行规律, 如在降雨过程中雨水

的稀释效应和 CO2效应会影响水化学性质 [41] , 并充分认识到洪水期是了解岩溶系统对降雨反映和水化学变

化规律及其主要控制过程的重要阶段 [58-59] 。
植被类型对岩溶泉动态过程影响明显, 植被类型不同, 其调蓄降雨的能力不同, 改变水文动态的程度也

不同。 植被退化对岩溶地下水水质具有明显的负向效应。 植被退化后土层变薄, 地表产汇流过程迅速, 地表

污染物溶于地表径流, 并与土壤颗粒吸附的离子一同受雨水冲刷而加速进入含水层, 造成地下水水质恶

化 [60] 。 岩溶地区植被恢复对岩溶水水质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 通过对近 10 年来弄拉岩溶泉流量和水化学组

分动态变化研究, 发现在次生森林生态功能逐步恢复的条件下, 岩溶泉流量有增大的趋势, 其岩溶水化学中

主要阴阳离子浓度亦有增加趋势, 也进一步佐证了岩溶过程中的森林植被效应 [61] 。
工业、 农业污染和城镇化是岩溶泉和地下河中重金属、 三氮等储存及运移的主要因素 [62-63] 。 张远瞩

等 [64] 通过监测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庆南山地下水系统的表层岩溶泉地球化学指标月动态变化, 分析三氮在不

同季节的动态变化特性, 揭示三氮在表层岩溶带中储存、 转化和运移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点源、 非点源

污染物对表层岩溶水中三氮的贡献, 这将对表层岩溶水三氮污染的治理和合理开发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自然与人为因素同时对岩溶水动态起作用, Li 等 [65] 通过对兰电堂表层岩溶泉水文水化学的连续监测以

及对当地土壤 CO2的多年监测, 基本查清了泉水的水化学变化动态及其制约因素: 兰电堂表层岩溶泉在雨季

的水化学变化动态主要由雨水的稀释作用造成, 表层岩溶带所具有的高裂隙渗透性还使农业生产中施用的化

肥等在降雨过程中快速、 大量进入水体, 从而造成水体的污染, 影响人类的生活和健康。 陈生华等 [66] 以退

耕还林(草)示范区小流域为例, 监测分析了 9 个表层岩溶泉的常规物化指标, 由于分布于流域不同位置的

表层岩溶泉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及地下水运移过程中所接触的岩石类型不同, 表层岩溶泉呈现不同的水

化学特征。 岩溶关键带因其特殊的结构, 对污染物也有一定自净能力; 郭芳等 [67] 观测了广西里湖地下河系

统中污染物的运移行为, 认为地下河的自净机制主要是物理过程的稀释作用和化学过程的氧化还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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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岩溶关键带水文循环过程研究方法

3 . 1　 地下水动力学方法

地下水动力学方法是以数学、 物理学、 水利学为基础, 以数值计算、 模拟试验为主要手段, 研究地下水

在岩石孔隙、 裂隙和溶洞中运动规律的方法。 由于岩溶含水介质的复杂性, 很难准确描述岩溶含水介质中水

流的流动规律, 目前常用等效多孔介质法、 双重连续介质法和三重介质法对岩溶水流动进行数值模拟。 溶质

运移模拟和热量迁移模拟往往是将迁移模型和已经调试成功的地下水流动模型相耦合, 从而达到模拟溶质及

热量迁移的目的。 由于溶质运移和热量迁移的复杂性, 现阶段水流模型多数处于等效多孔介质模型阶段 [68] 。

3 . 2　 水文地球化学方法

岩溶地下水水文地球化学特征能够反映各种外界因素对地下水系统的影响, 通常被用来研究地下水系统

的成因、 补给来源 [69] 、 水-岩相互作用等。 定期取样及在线监测是研究不同尺度上岩溶地下水水化学特征和

变化的主要手段。 如刘再华和袁道先 [70] 在广西桂林丫吉试验场利用自动仪器监测发现, 表层岩溶水的 pH
值、 电导率、 水温、 HCO -

3 和 Ca2 + 等地球化学指标具有明显的年季变化, 甚至日变化。 这种短时间尺度的变

化规律对全球变化研究的碳循环模型中把一切地质作用(包括岩溶作用)列为长时间尺度作用提出了质疑 [71] 。
近 30 年来, 国内外学者通过对地下河、 岩溶泉进行连续监测, 获得大量高精度和高分辨率数据, 深入揭示

了岩溶地下水的水量、 水化学特征及动态变化规律 [72-77] 。

3 . 3　 同位素水文学方法

同位素水文学在水循环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不仅可以探讨地下水的起源、 形成、 埋藏和质与量的时序变

化等地下水形成理论问题, 而且还可以判定地下水的补给来源、 补给强度、 各种补给来源的比例、 补给区位

置高度以及测定地下水年龄、 流向和流速等实际应用问题。 如利用水循环过程中 δD、 δ18 O、 δ13 C 同位素含

量差异可确定岩溶水的补给方式、 混合作用、 水环境演变等; 近年来 Sr、 S 等同位素技术也被运用于岩溶水

质演变规律研究, 其中 Sr 同位素是研究流域营养离子来源及其循环过程的有力工具, δ34 S 主要用来区分岩

溶地下水中溶质的来源及研究区域水文地质特征; 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可测出岩溶水的年龄, 由此可估算岩溶

水的迁移速率; 银同位素可指示岩溶水中的水 岩作用强度、 含水岩组的岩石类型等 [78] ; 测定岩溶洞穴沉积

物多种同位素值, 还可以进行古气候重建 [79-80] , 如中国中部的三堡岩洞的绝对氧同位素值, 完成了一项以

中国为基础的东亚季风强度记录, 该记录覆盖了过去的 224 000 年 [81] ; 测定植物叶片中的 δ13C, 可以量化变

化环境下不同植物的用水效率 [82] 。

3 . 4　 地下水数值模拟

岩溶水文模型可分为: 黑箱和白箱模型、 集总式和分布式模型。 黑箱模型又称经验模型, 它不考虑流域

的物理过程, 模型基于输入和输出时间序列的分析而建立。 典型的黑箱模型有混合模型 [83] 、 人工神经网络

模型 [84] 、 有限自回归与人工神经网络结合的模型 [85] 等。 这些模型是在研究区域内长期监测资料基础上建立

的, 且取得了很好的模拟效果, 但是对于基础资料较少的岩溶流域就难以建立模型。 由于这类模型并未考虑

流域的物理过程, 因此, 很难预测极端水文事件及人类活动对含水层造成破坏后的水量模拟 [86] 。
集总式水文模型考虑了流域内的水文过程对流域水文的影响, 对植被截留、 垂直入渗、 壤中流、 地表径

流各水文过程进行计算, 但未考虑流域内部各水文过程的差异, 模型中的变量和参数通常釆用平均值, 使整

个流域简化为一个对象来处理。 比较典型的有丫吉模型 [11] 、 气象模型 [87] 、 灰色系统模型 [88] 、 SWAT 模

型 [89] 等。
分布式水文模型是通过水循环的动力学机制来描述和模拟流域水文过程的数学模型, 目前应用较多的主

要有 MODFLOW、 GMS、 FEFLOW 和 Topmodel 等 [90-92] , 它们以其模块化、 可视化、 交互性和求解方法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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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特点得到广泛应用。

3 . 5　 地球物理方法

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是分析地下岩溶发育情况的有效手段, 张志才等 [93] 利用探底雷达, 探测了表层岩溶

带的发育深度及溶蚀裂隙率。 针对地下河管道发育深度、 形态、 空间展布, 采用高密度电法、 浅层地震反射

法、 音频大地电磁法等, 进行了大量探索, 取得了一系列经验与认识 [94-96] 。
随着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的发展, 各种地球物探探测方法的适用尺度更广、 分辨率更高、 确定性更强 [97] ,

将会在分析关键带结构与监测关键带动态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98] , 如电阻率成像法( ERT)是目前在岩溶区

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种方法, 对探测含水结构、 监测溶质运移过程较为适用。

3 . 6　 多种方法综合

地下水动力学方法、 水文地球化学方法和同位素水文学方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为水循环研究提供依据。
但是, 由于它们侧重点不同, 基础理论也不一样, 得出的水循环数据很有可能不同, 因此依靠某一种方法来

研究水循环有时不可靠 [99] 。 随着土地覆盖和气候的迅速变化, 对水的需求增加, 需要综合型的观测和建模

方法 [100-101] 。
由于镁和钙矿物的溶液动力学不同, 岩溶水的 Mg / Ca 比值常与其他时间示踪剂(如有机碳)相结合, 被

用于在岩溶系统中获取有关滞留时间的信息 [102] 。
利用水化学与同位素方法, 可以追踪岩溶关键带植物吸收的水分来源、 量化径流组分和评估气候-植被-

水文的长时间演变 [103] , 在径流组分划分方面, 水源分割模型已有最初的二水源过程线分割模型发展为三水

源、 四水源、 五水源模型, 示踪剂的选择也由原来的单一稳定同位素扩展为 EC、 PH、 Cl - 值, 可溶性 Si、
Ca2 + 等阴阳离子, 与之相关的研究热点, 还有对这种方法的不确定性分析。

运用多种示踪剂也可反映水文循环如何与风化过程和生物地球化学反应耦合, δ18O 和 δD 或其他稳定示

踪剂反映了水质点如何移动, 而其他溶质(如 Ca、 Mg、 Na 和 Si)反映了风化和运输过程, 金属元素(包括微

量元素)可以反映生物作用和还原 / 氧化控制的风化过程 [104] , 在事件期间和事件之间获取连续的水样将为探

测这些氧化还原作用提供新的数据 [105] , 此外, 其他的同位素技术, 特别是与地球物理方法相一致的技术,
可以揭示出重要的地下异质性 [106] 。

在极端事件期间, 在关键带观测网络中使用多种示踪剂, 可能会特别有效地揭示在景观演化时间尺度上

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短时间尺度效应 [107] , 类似地, 综合利用水文和生物地球化学示踪剂可以用来推断地下

生物地球化学氧化还原状态和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发展的历程 [108] 。
因此, 水化学方法、 同位素方法及数值模拟的组合应用是岩溶关键带水循环过程研究的必然需求和研究

趋势。

4　 结论及展望

水文循环是岩溶动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岩溶关键带的主要过程之一, 它促进了岩溶关键带形成与

演化, 驱动各大圈层物质交换与能量交换, 也是维系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的重要资源。 近 30 年来, 岩

溶水文地质学者深入研究了岩溶地区的含水介质特性及岩溶水在各类介质中的赋存、 运移及水力联系, 对岩

溶地区“三水”转化关系, 岩溶系统内物质的传输、 转化、 水力动态联系、 水岩作用程度、 补给来源等方面

有了深刻的认识, 但以往工作仅仅停留在传统岩溶水文地质工作的范畴, 未体现岩溶关键带的特征, 即未考

虑树冠至岩溶含水层之间水文、 地质、 物理、 化学、 生物过程及其耦合关系。 岩溶关键带水循环未来研究的

主要问题包括:
(1) 岩溶关键带形成与演化和水循环过程相互作用机制

水循环是岩溶作用的前提, 促进了岩溶关键带的形成与演化; 不同结构类型的岩溶关键带水循环过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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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如植物利用水分策略的不同; 产流过程的差异; 岩溶水体的富钙和偏碱性制约水分和养分的循

环); 探讨岩溶关键带形成与演化和水循环过程相互作用机制, 将对科学认识岩溶关键带的结构、 过程和合

理利用岩溶关键带功能有促进作用。
(2) 岩溶关键带水循环驱动的物质转化与能量迁移过程及其耦合

水循环是岩溶关键带各大圈层物质转化与能量迁移的驱动力。 岩溶关键带注重水文过程与地质过程、 生

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生态过程的耦合。 将关键带理念注入传统岩溶水文地质研究领域, 加强生物-非生物、 地

上-地下、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 自然过程与人为过程耦合, 开展岩溶关键带水循环研究,
是地球科学领域需要优先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

(3) 水循环过程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对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影响水文循环过程演变的两大驱动因素。 由于岩溶关键带的特殊结构, 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更为显著, 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干扰更为敏感, 如岩溶洼地内的干旱与洪涝、 隧道对岩溶水系

统的影响、 岩溶地下河的突发性污染、 岩溶塌陷的发生机制等问题, 长期困扰着岩溶水文地质工作者。 目前

需加强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水循环要素变异的驱动机理研究, 强化水循环要素时空变异的识别分析, 量化

变化环境下水循环过程的时空变异特征并揭示变化条件下的极端水文气象事件规律, 以便准确把握全球变化

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资源演变规律, 合理调控, 保障岩溶地区的水资源安全, 合理发挥岩溶关键带的服务

功能。
(4) 多种观测与模拟手段的综合应用

引进和完善地球关键带研究的 DPSIR 模式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 和 3M 模式 (填图—
监测—建模), 建立一套完善的岩溶关键带研究技术方法: 调查研究岩溶关键带结构, 利用地质记录、 同位

素、 水化学等手段研究不同地区岩溶关键带的特点, 基于对岩溶动力系统的理解和可用的水文地质、 环境地

质、 生态和地质灾害的监测网, 建立不同类型的监测网络, 利用 ChinaFLUX 数据-模型融合系统、 陆地生态

系统相关模型、 涡度相关观测技术和遥感观测等多种技术手段联合进行多尺度监测与计算, 开展野外与室内

实验, 进行数值模拟, 监测各界面物质迁移转化, 揭示岩溶关键带的水文过程、 地质过程、 生物地球化学过

程、 生态过程及其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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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hydrological cycle in karst critic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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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rst critical zone is in the five circles intersection area of rock, water, soil, atmosphere and biology.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function and hydrological cycle process of the karst critical zone is a key prob-
lem in the study of the earth critical zone and karst water scie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ydrological cycle process
and evolution law in karst critical zone, the effect of hydrological cycle in karst critical zone, explores the rule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water cycle evolution in karst critical zone under changing environment, summarizes the short-
comings, problems, and proposes the general trend and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forma-
tion and evolution of karst critical zone and hydrological cycle process; The process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n-
ergy migration driven by hydrological cycle in karst critical zone and its coupling; Response of hydrological cycle
process to global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at differ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observation and simul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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