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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明耕地￣荒地￣海子系统中不同类型水分的运移转化规律ꎬ 在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典型时期对系统内具有代

表性的采样点进行水样采集ꎬ 分析了不同时期内不同水体的 δ１８Ｏ变化特征ꎬ 并利用二端元混合模型和土壤水动力

学方法计算了不同类型水分转化贡献率ꎮ 结果发现: ① 在灌溉期ꎬ ８２％的灌溉水储存于 １ ｍ 土体中ꎬ １８％的灌溉

水通过渗漏补给了耕地地下水ꎬ 渠系灌溉水通过地下侧向径流给耕地地下水贡献了 ７６％ ꎮ ② 灌溉水和降雨对耕地

地下水平均贡献率为 ９４％和 ６％ ꎻ 耕地地下水和降雨对荒地地下水的平均贡献率为 ７１％和 ２９％ ꎻ 荒地地下水和降

雨对海子的平均贡献率为 ４３％和 ５７％ ꎮ ③ 渠系灌溉水通过侧向径流贡献给耕地地下水的水量基本全部迁移给了荒

地地下水ꎬ 地下水迁移转化是由渠系水侧向径流触发的ꎮ ④ 灌后 ５ ｄꎬ 耕荒地交界土层 ０ ~ ４０ ｃｍ存在饱和￣非饱和

侧向补给ꎻ 灌后 １５ ｄ和 ３０ ｄꎬ 耕地和耕荒地交界处的地下水向根区 ４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 ８０ ｃｍ以及 １００ ｃｍ补给水分ꎻ
灌后 ３０ ｄꎬ 耕地中的灌溉水水分消失ꎮ ⑤ 在非灌溉期ꎬ 荒地地下水和海子耗水较多ꎬ 应给海子补给水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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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由于气候变化加剧了水循环过程ꎬ 影响了降雨、 蒸散发、 土壤含水量和区域水资源状况[１]ꎬ 许

多学者利用氢氧同位素技术研究了降雨￣土壤水￣地下水的变化特征和流域中不同水体的转化关系以及土壤水

分来源等ꎮ 宋献方等[２]通过应用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资料、 ＨＹＳＰＬＩＴ模型及降水稳定同位素资料对北京 ２２ 场连续

降水的水汽输送差异进行了研究ꎬ 结果表明降水氘盈余的变化反映出二次蒸发的影响及水汽源区大气相对湿

度的差异ꎮ Ｍａ等[３]通过分析降水、 土壤水、 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灌溉用水) δＤ 和 δ１８Ｏ 的时空变化ꎬ
揭示了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的补给来源ꎻ 基于 ３ 种不同植被类型(草地、 杨树林地、 冬小麦￣夏玉米地)
不同土壤质地条件下降水￣土壤水￣地下水的时空变化ꎬ 区分了优先流、 活塞流入渗ꎬ 揭示了降水、 土壤水、
地下水转化关系ꎮ 陈建生等[４]通过人工模拟降水入渗的示踪试验和对沙丘剖面不同深度的含水率、 Ｃｌ － 、 δＤ
和 δ１８Ｏ进行了分析ꎬ 结果表明地下水是以薄膜水的形式向地表运动ꎬ 泉水、 井水、 湖水与土壤水的补给源

为地下水ꎮ 赵宾华等[５]运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和二端元混合模型分析了不同季节生态建设治理对流域不同水

体的转化影响ꎬ 结果表明旱季和雨季不同水体的转化比例发生改变ꎮ 詹泸成等[６]在典型时期通过对洞庭湖

研究区具有代表性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 δＤ 和 δ１８Ｏ 进行分析ꎬ 结果表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来源均为大气降

水ꎬ 地下水接受地表水补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ꎮ 张兵等[７]通过稳定氢氧同位素和水化学相结合的方法ꎬ
研究了第二松花江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相互关系ꎬ 运用端元法定量计算了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相互转换比例ꎮ 曾

揭峰等[８]、 李亮等[９]、 Ｒｅｎ等[１０]通过传统方法研究了河套灌区沙丘、 耕地、 荒地和海子水分的变化特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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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点模型 ＨＹＤＲＵＳ或 ＳＷＡＰ进行模拟ꎮ 以往缺少采用氢氧同位素技术研究整个耕地￣荒地￣海子连续系统

不同类型水分的变化特征ꎮ
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三大灌区之一ꎬ 现引黄控制面积 １１６. ２ 万 ｈｍ２ꎬ 实际灌溉面积已达到 ６８. ０３ 万

ｈｍ２ꎮ 灌区内耕地与荒地交错ꎬ 且荒地分布于耕地的间隙和湖泊的周围[１１]ꎮ 灌区内部单个面积大于 ６. ６ ｈｍ２

的海子平均有 ２８９ 个(不包括乌梁素海) [１２]ꎬ 主要由灌溉回归水补充ꎬ 使得耕地、 荒地和海子间存在着密切

的水力联系ꎬ 因此ꎬ 耕地￣荒地￣海子是河套灌区重要的水循环系统ꎮ 但随着节水工程的实施和指令性节水ꎬ
河套灌区年均引水量从 ５２ 亿 ｍ３减到 ４０ 亿 ｍ３ꎬ 造成了灌区耕地￣荒地￣海子系统水文循环发生较大改变[１３]ꎮ
本文针对复杂的耕地￣荒地￣海子系统间水分运移转化问题ꎬ 利用试验区典型时期的不同类型水样 δ１８Ｏ资料和田

间观测数据ꎬ 分析耕地￣荒地￣海子系统中不同类型水分变化特征ꎬ 以期为探明节水改造后耕地￣荒地￣海子系

统水循环过程和进一步提高河套灌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试验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 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内蒙古河套灌区解放闸灌域张连生海子(４０°５４′３６″Ｎꎬ １０７°１５′５９″Ｅꎻ 高程 １ ０３５ ｍ)ꎬ 试验区

耕地和荒地面积大约 ８ ｈｍ２ꎬ 海子面积 ５１. ２ ｈｍ２ꎬ 耕地、 荒地和海子相邻(图 １)ꎮ 试验区载波相位差分技术

(Ｒｅａｌ ￣ ｔｉｍｅ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ꎬ ＲＴＫ)结果显示ꎬ 农田最大地面高差 １５ ｃｍꎬ 农田分别比荒地和海子平均高 ４５ ｃｍ 和

１５０ ｃｍ(图 １)ꎮ 试验区为引黄河水灌溉ꎬ 灌溉方式为畦灌ꎬ 试验区灌溉定额大约 ３５０ ~ ５５０ ｍｍꎮ 试验区灌水

时间分别在 ５ 月 ２４ 日、 ６ 月 ２１ 日、 ７ 月 ４ 日前后ꎮ 如果干旱年ꎬ 在 ８ 月 ２０ 日前后会补充灌溉ꎮ 在研究区共

布设 １７ 眼地下水观测井ꎬ 其中重点观测井 ７ 眼ꎬ 一般观测井 １０ 眼ꎮ 重点观测井安装地下水自动传感器

(ＣＴＤ￣１０ꎬ 美国 Ｍｅｔｅｒ公司)ꎬ 用 ＥＭ５０ 采集器每 １ ｈ记录 １ 次地下水水位、 温度和盐分数据ꎬ 一般观测井定

期量测地下水埋深和取水样测试地下水盐分ꎮ 土壤观测点共 ６３ 个ꎬ 土样点间距 ５０ ｍꎬ 定期分层取样测含水

量和盐分ꎮ 土壤重点观测点 ７ 个ꎬ 在重点观测点安装土壤自动传感器(５ＴＥꎬ 美国 Ｍｅｔｅｒ 公司)ꎬ 用 ＥＭ５０ 采

集器每 １ ｈ记录 １ 次土壤含水量、 温度和盐分数据ꎮ 安装了 ４ 个土壤微型蒸发器和 ２ 组负压计以及 １ 台小型

自动气象站(ＨＯＢＯ Ｕ３０ꎬ 美国 Ｏｎｓｅｔ公司)(图 １)ꎮ

图 １　 试验布置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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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野外采样与测定

本试验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１０ 月 １６ 日进行ꎬ 分别在 ５ 月 ２４ 日、 ６ 月 ２１ 日和 ７ 月 ４ 日灌水 １８６ ｍｍ、
１０４ ｍｍ、 ９６ ｍｍꎬ 总灌水量 ３８６ ｍｍꎮ 选 Ａ(耕地)、 Ｂ(耕荒地交界)和 Ｃ(荒地)点为土壤和地下水取样观测

点(图 １)ꎮ

１. ２. １　 气象数据采集

大气温度和降雨量由自动气象站观测ꎬ 记录间隔为 １ ｈ /次ꎮ ２０１８ 年降雨主要集中在 ６—９ 月ꎬ ９ 月降雨

量最大(４４ ｍｍ)ꎬ ７ 月上旬气温最高(２８ ℃)ꎮ

１. ２. ２　 土壤样品采集

每隔 １０ ｄ取土样 １ 次ꎬ 土壤取样深度 １００ ｃｍꎬ 每隔 ２０ ｃｍ 为 １ 层ꎬ 根据灌水时间分别在 ５ 月 ２０ 日、 ５
月 ３１ 日、 ６ 月 １３ 日、 ６ 月 ２４ 日、 ６ 月 ２８ 日、 ７ 月 ９ 日、 ７ 月 ２０ 日和 ８ 月 ４ 日加密取样ꎮ 用烘干法测土壤含

水率ꎬ 用干法粒度仪(ＨＥＬＯＳ＆ＲＯＤＯＳꎬ 德国新帕泰克公司)测定土壤粒径级配ꎬ 测定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ꎮ 用真

空抽提法抽提土壤样品中的水分ꎬ 然后用液态水同位素仪(ＤＬＴ￣１００ꎬ Ｌｏｓ Ｇａｔｏ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ｃ. ꎬ ＬＧＲ)分析土

壤水中同位素比率(δＤ和 δ１８Ｏ)ꎮ

图 ２　 不同土层土壤粒径含量

Ｆｉｇ. ２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１. ２. ３　 水样采集和水位量测

根据灌水时间和降雨时间分别于 ５ 月 ２０ 日、 ５ 月 ２６ 日、 ５ 月 ３１ 日、 ６ 月 ７ 日、 ６ 月 １３ 日、 ６ 月 ２１ 日、
６ 月 ２４ 日、 ６ 月 ２８ 日、 ７ 月 ４ 日、 ７ 月 ９ 日、 ７ 月 ２０ 日、 ７ 月 ３１ 日、 ８ 月 ４ 日、 ８ 月 １１ 日、 ９ 月 １ 日、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０ 月 １ 日ꎬ １０ 月 １６ 日在点 Ａ、 点 Ｂ 和点 Ｃ 采集地下水、 海子水、 降水和灌溉水水样ꎬ 每个采样点

采集 ３ 个重复ꎬ 并量测地下水水位ꎮ ＲＴＫ 数据显示点 Ａ、 点 Ｂ 和点 Ｃ 的地面高程分别为１ ０３３. ８２ ｍ、
１ ０３４. ０７ ｍ和 １ ０３２. ９ ｍꎬ 点 Ａ、 点 Ｂ 和点 Ｃ 地下水水位变化分别为 １ ０３１. ８０ ~ １ ０３３. ２９ ｍ、 １ ０３１. ９１ ~
１ ０３３. １１ ｍ和 １ ０３１. ２８ ~ １ ０３２. ７７ ｍ(图 ３)ꎮ 用 ＬＧＲ分析水样中同位素比率(δＤ和 δ１８Ｏ)ꎮ

图 ３　 典型观测点地下水水位动态

Ｆｉｇ. ３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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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土壤储水量计算方法

Ｗ ＝ ∑
ｎ

ｉ ＝ １
γｉｄｉθｉ × １０ (１)

式中: Ｗ为 １ ｍ土体的储水量ꎬ ｍｍꎻ ｄｉ 为第 ｉ 层土壤的厚度ꎬ ｃｍꎻ γｉ 为第 ｉ 层土壤的干容重ꎬ ｇ / ｃｍ３ꎻ θｉ 为第

ｉ 层土壤含水率ꎮ
１. ４　 氢氧同位素分析方法

１. ４. １　 氢氧同位素组成的 δ 表示法

δ ＝ (
Ｒｓａ
Ｒｓｔ

－ １) × １ ０００‰ (２)

式中: Ｒｓａ是样品中元素的重轻同位素丰度之比ꎻ Ｒｓｔ是国际通用标准物(Ｈ、 Ｏ稳定同位素采用维也纳国际原

子能组织同位素实验室配置的 Ｖ￣ＳＭＯＷ标准物)稳定同位素丰度之比ꎮ

１. ４. ２　 氢氧同位素混合模型

在源同位素比值能够测定的情况下ꎬ 只要不同来源水分的同位素比值存在差异ꎬ 就可以利用同位素二源

混合模型来区分对每一个源的利用情况ꎮ 通过对比不同水体的同位素值ꎬ 运用二端元模型计算不同水体来源

比例[１４]ꎮ 根据质量平衡方程和浓度平衡方程可得二端元混合模型如下:
Ｑｍ ＝ Ｑ１ ＋ Ｑ２ (３)

ＱｍＣｍ ＝ Ｑ１Ｃ１ ＋ Ｑ２Ｃ２ (４)
式中: Ｑ 为流量ꎻ Ｃ 为同位素组分或示踪剂浓度ꎻ 下标 ｍ、 １、 ２ 分别代表两来源混合后的水体、 水体来源 １
和水体来源 ２ꎮ

通过式(３)和式(４)得到式(５)和式(６):
ＱＰ
ＱＲ

＝
δＲ － δＧ
δＧ － δＰ

(５)

ＱＰ
ＱＧ

＝
δＧ － δＲ
δＲ － δＰ

(６)

式中: δＰ为降水中 δＤ或者 δ１８Ｏ的比值ꎻ δＲ为地表水中 δＤ或者 δ１８Ｏ的比值ꎻ δＧ为地下水中 δＤ或者 δ１８Ｏ的比

值ꎮ
１. ５　 渠系水侧向径流量估算

根据达西定律估算渠系水侧向径流量:

Ｑ ＝ ＡＫＪ ＝ ＫＡ
ｈ２ － ｈ１

Ｌ (７)

ｖ ＝ ＫＪ ＝ Ｋ
ｈ２ － ｈ１

Ｌ (８)

式中: Ｋ 水力传导度ꎬ ｃｍ / ｄꎻ Ａ 为过水断面面积ꎬ ｃｍ２ꎻ ｈ２ － ｈ１为压力水头差ꎬ ｃｍꎻ Ｌ 为径流路径长度ꎬ ｃｍꎻ
Ｊ 为水力坡度ꎻ ｖ 为渗流速度ꎬ ｃｍ / ｄ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类型水分中 δＤ和 δ１８Ｏ关系

通过对降雨、 灌溉水、 海子水中 δＤ、 δ１８Ｏ分析ꎬ 建立了试验区大气降雨线、 灌溉水和海子水线性关系

(图 ４)ꎮ ３ 种不同类型水分的线性拟合精度 Ｒ２ 均在 ０. ９４ 以上ꎬ 与全球大气降雨线(δＤ ＝ ８δ１８Ｏ ＋ １０)相比ꎬ
斜率由大到小排列为: 全球大气降雨线 >当地降雨线 >灌溉水 >海子水(图 ４)ꎬ 全球大气降水线线性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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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状态下 Ｄ / Ｈ的分馏大体为１８Ｏ / １６Ｏ 的 ８ 倍ꎬ 而试验区不同类型水分关系在平衡状态下 Ｄ / Ｈ 的分馏大体

为１８Ｏ / １６Ｏ的 ４ ~ ６ 倍ꎬ 表明试验区为干旱区ꎬ 蒸发强度大ꎬ 水体受到不同程度蒸发分馏效应的影响[１４￣１６]ꎬ 海

子影响最大ꎬ 试验区容易富集同位素ꎮ 耕地地下水和耕荒地交界地下水的 δＤ和 δ１８Ｏ散点分别在灌溉水拟合线

处聚集ꎬ 灌溉水是其主要来源ꎮ 耕地地下水和降雨的 δＤ和 δ１８Ｏ散点在荒地地下水处聚集ꎬ 耕地地下水和降雨

是其主要来源ꎮ 荒地地下水和降雨的 δＤ和 δ１８Ｏ散点在海子水处聚集ꎬ 荒地地下水和降雨是其主要来源(图 ４)ꎮ

图 ４　 降雨、 地下水、 灌溉水和海子水 δＤ和 δ１８Ｏ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δＤ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ꎬ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２. ２　 不同类型水分特征分析

选取 δ１８Ｏ值分析灌溉期与非灌溉期不同类型水分的变化特征ꎮ 在灌溉期(５ 月 １５ 日—７ 月 ３０ 日)ꎬ 通过

ＬＳＤ(Ｌｅａ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法比较分析ꎬ 结果显示(表 １)ꎬ 灌溉水、 降雨、 荒地地下水以及海子水有极

显著的差异ꎮ 降雨和耕荒地交界地下水有极显著差异ꎬ 海子水分别和耕地地下水和耕荒地交界地下水有极显

著差异ꎮ 不同类型水分 δ１８Ｏ同位素平均值和标准差变化由大到小分别为: 降雨 >海子水 >荒地地下水 >耕地

地下水 >耕荒地交界地下水 >灌溉水ꎻ 耕地地下水 >荒地地下水 >降雨 >海子水 >灌溉水 >耕荒地交界地下

水(表 １)ꎮ 由于温度高ꎬ 蒸发强度大ꎬ 雨水在形成和降落时因温度高而蒸发ꎬ 并且受大陆季风性气候影

响[１３]ꎬ 降雨 δ１８Ｏ偏大( － ４. ５‰)ꎬ 同时使海子水富集 δ１８Ｏ( － ５. ２‰)ꎬ 而海子水较降雨 δ１８Ｏ 贫化ꎬ 是由于

海子受荒地地下水 δ１８Ｏ( －５. ６‰)补给的影响ꎮ 荒地地下水在灌溉期地下水埋深较浅(图 ３)ꎬ 地下水受蒸发

作用较大ꎬ 但与降雨相比ꎬ 荒地地下水 δ１８Ｏ 较贫化ꎬ 与耕地地下水 δ１８Ｏ( － ６. ６‰)相比ꎬ 荒地地下水 δ１８Ｏ
富集ꎬ 说明耕地地下水和降雨补给荒地地下水ꎮ 耕地地下水受灌溉水 δ１８Ｏ( － ８. ８‰)和降雨 δ１８Ｏ( － ４. ５‰)
补给ꎬ 造成耕地地下水离散程度最大(标准差 ２. ３５)ꎮ

在非灌溉期(７ 月 ３０ 日—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不同类型水分 δ１８Ｏ 平均值和标准差变化由大到小分别为: 海子

水 >荒地地下水 >耕荒地交界地下水 >耕地地下水 >降雨ꎻ 降雨 >荒地地下水 >耕荒地交界地下水 >耕地地下

水 >海子水(表 １)ꎮ 而在非灌溉期ꎬ 降雨量少ꎬ 温度降低ꎬ 蒸发强度减弱ꎬ 降雨 δ１８Ｏ 值降低了 ２. ７４‰ꎬ 离

散程度最大(标准差 ２. ５８)ꎮ 由于没有灌溉水影响ꎬ 地下水横向交换量几乎为零ꎬ 海子水和荒地地下水的

δ１８Ｏ较大ꎮ 与灌溉期相比ꎬ 荒地地下水和海子水富集 δ１８Ｏꎬ 富集率分别为 ３１％和 ５４％ ꎮ 荒地地下水和海子

水 δ１８Ｏ是耕地地下水的 ２ ~ ３. ５ 倍ꎬ 荒地地下水和海子水受蒸发影响较耕地地下水大ꎬ 荒地地下水和海子水

消耗水分较多ꎬ 处于亏水状态ꎮ
２. ３　 不同类型水分间转化比例

试验区耕地￣荒地￣海子系统间不同类型水分转化如图 ５ 所示ꎬ 降雨和灌溉水是主要的水分来源ꎬ 蒸发和

蒸腾是主要的水分消耗ꎮ 耕地受灌溉影响ꎬ 灌溉水抬升耕地地下水水位ꎬ 与邻近未受灌溉影响的荒地和海子

会产生强烈的地下水交换[１７]ꎬ 耕地地下水来源端元为灌溉水和降雨ꎬ 荒地地下水来源端元为耕地地下水和

降雨ꎬ 海子来源端元为荒地地下水和降雨(图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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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类型水分 δ１８Ｏ 同位素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δ１８Ｏ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ｗａｔｅｒ

水体
灌溉期 非灌溉期

样品个数 最小值 / ‰ 最大值 / ‰ 平均值 / ‰ 标准差 / ‰ 样品个数 最小值 / ‰ 最大值 / ‰ 平均值 / ‰ 标准差 / ‰

灌溉水 ９ － ９. ２１ － ６. ０９ － ８. ８０ｄ １. ２０
降雨 ６ － ７. ２５ － ２. ５２ － ４. ５０ａｂ ２. ０３ ９ － １４. １３ － ９. １２ － １１. ２７ ２. ５８

耕地地下水 ２４ － ９. １９ － １. ７２ － ６. ６０ｂｃｄ ２. ３５ １８ － ９. ０５ － ７. ３９ － ８. ３９ ０. ６５
耕荒交界地下水 ２４ － ８. ８０ － ６. ６２ － ７. ２２ｃｄ ０. ８９ １８ － ８. ８９ － ６. ７３ － ８. ０１ ０. ７９

荒地地下水 ２４ － ８. ４８ － ３. １８ － ５. ６４ａｂｃ ２. ２２ １８ － ４. ７４ － ２. ６５ － ３. ８８ ０. ９７
海子水 ２４ － ８. ５６ － ０. ８３ － ５. ２０ａ １. ７４ １８ － ３. ２４ － １. ８０ － ２. ３７ ０. ６２

注: ａｂｃｄ表示显著差异性ꎮ

图 ５　 不同类型水分转化示意

Ｆｉｇ. 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ｐ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根据土壤储水量方程式(１)计算 １ ｍ土体灌溉前后(５ 月 ２４ 日—５ 月 ３１ 日、 ６ 月 １９ 日—６ 月 ２５ 日和 ７ 月

２ 日—７ 月 ９ 日)储水量变化(表 ２)ꎬ 在灌溉期ꎬ １ ｍ土壤中灌溉水储水率的平均值为 ８２％ ꎬ １８％的灌溉水通

过地表入渗补给耕地地下水ꎬ 使得耕地地下水增加 ６９. ５ ｍｍꎬ 荒地储水量增量的总和为 １７１. ０ ｍｍ(表 ２)ꎮ
王国帅等[１８]通过水量平衡方程计算发现(５ 月 ２６ 日—５ 月 ３１ 日、 ６ 月 ２１ 日—６ 月 ２８ 日和 ７ 月 ４ 日—７ 月 ９
日)耕地地下水增量为 ８２. ０ ｍｍꎬ 荒地储水量增量为 １６３. ８ ｍｍꎬ 研究结果相近ꎮ

通过二端元模型式(５)和式(６)ꎬ 采用 δ１８Ｏ分别计算灌溉前后(５ 月 ２６ 日—５ 月 ３１ 日、 ６ 月 ２１ 日—６ 月

２８ 日和 ７ 月 ４ 日—７ 月 ９ 日)不同类型水分转化关系(图 ６)ꎮ 灌溉水和降雨对耕地地下水平均贡献率为 ９４％
和 ６％ ꎬ 耕地地下水和降雨对荒地地下水的平均贡献率为 ７１％和 ２９％ ꎬ 荒地地下水和降雨对海子的平均贡献

率为 ４３％和 ５７％ ꎮ 由于灌溉水通过地表入渗给耕地地下水贡献了 １８％ ꎬ 因此渠系灌溉水通过侧向径流给耕

地地下水贡献了 ７６％ ꎬ 渠系灌溉水通过侧向径流贡献给耕地地下水的水量基本全部迁移给了荒地地下水ꎮ
王国帅等[１８]通过水量平衡方程计算发现ꎬ ７９％的耕地地下水迁移给荒地地下水ꎬ ４６. ３％的荒地地下水迁移

给海子ꎬ 研究结果相近ꎬ 可信度较高ꎮ
表 ２　 灌溉前和灌溉后土壤储水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日期
耕地储水
量 / ｍｍ

耕地储水量
增量 / ｍｍ

灌溉水
占比

耕荒地交界
储水量 / ｍｍ

耕荒地交界储水
量增量 / ｍｍ

荒地储水量
/ ｍｍ

荒地储水量
增量 / ｍｍ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８０. ９１
１４９. ７６ ０. ８１

３１３. ６９
１１０. ６３

４１０. ０１
８８. ８１５ 月 ３１ 日 ４３０. ６７ ４２４. ３２ ４９８. ８２

６ 月 １９ 日 ２６４. ８２
８７. ０９ ０. ８４

１９３. ４８
６８. １５

４２７. ７８
４３. ９０６ 月 ２５ 日 ３５１. ９２ ２６１. ６４ ４７１. ６８

７ 月 ２ 日 ３１４. １２
７８. ０９ ０. ８１

２４５. ６５
６１. ６７

４５５. ０１
３８. ２６７ 月 ９ 日 ３９２. ２１ ３０７. ３２ ４９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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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水体转化比例

Ｆｉｇ. ６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

　 　 通过达西定律式(７)和式(８)分别估算第 １ 次灌水(５ 月 ２６ 日)、 第 ２ 次灌水(６ 月 ２１ 日)和第 ３ 次灌水(７
月 ４ 日)渠系灌溉水侧向径流量ꎮ 结果发现(表 ３): ５ 月 ２６ 日、 ６ 月 ２１ 日及 ７ 月 ４ 日的渠系水径流量分别为

１４. ８ ｃｍ３、 ９. ８ ｃｍ３和 ７. ７ ｃｍ３(过水断面面积 １ ｃｍ２ꎬ 实则渠系水径流量分别为 １４. ８ ｃｍ、 ９. ８ ｃｍ和７. ７ ｃｍ)ꎬ
侧向径流总和为 ３２. ３ ｃｍꎮ 王国帅等[１８] 通过水量平衡方程计算发现ꎬ 耕地地下水补给荒地的水量为

３１. ３４ ｃｍꎬ研究结果相近ꎬ 说明地下水之间的迁移转化ꎬ 是由渠系水侧向径流触发的ꎮ

表 ３　 渠系水侧向径流量估算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ｏｆ ｃａ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ｔｅｒ

日期 Ｌ / ｃｍ (ｈ２ － ｈ１) / ｃｍ Ｊ Ｋ / (ｃｍｄ － １) ｖ / (ｃｍｄ － １) Ａ / ｃｍ２ Ｑ / (ｃｍ３ｄ － １)

５ 月 ２６ 日 １８０ １３５ ０. ７５ １９. ７ １４. ８ １ １４. ８

６ 月 ２１ 日 １８０ ９０ ０. ５０ １９. ７ ９. ８ １ ９. ８

７ 月 ４ 日 １８０ ７０ ０. ３９ １９. ７ ７. ６ １ ７. ７

２. ４　 土壤剖面水分运动

选择试验区第 ３ 次灌水事件(７ 月 ４ 日ꎻ δ１８Ｏ: －７. ６０‰)来研究灌水前后土壤剖面水分运移特征ꎬ 以 ６ 月

２８ 日、 ７ 月 ９ 日、 ７ 月 ２０ 日和 ８ 月 ４ 日为研究时间节点ꎮ 不同时间节点地下水埋深和 δ１８Ｏ值如表 ４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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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时间节点地下水埋深和 δ１８Ｏ 特征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δ１８Ｏ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地下水类型
６ 月 ２８ 日 ７ 月 ９ 日 ７ 月 ２０ 日 ８ 月 ４ 日

埋深 / ｃｍ δ１８Ｏ / ‰ 埋深 / ｃｍ δ１８Ｏ / ‰ 埋深 / ｃｍ δ１８Ｏ / ‰ 埋深 / ｃｍ δ１８Ｏ / ‰

耕地 ８５ － １. ７２ ８８ － ７. ３３ ９６ － ６. ９３ １１４ － ８. ８３

耕荒地交界 １２７ － ７. ３６ １３０ － ７. ５３ １４２ － ７. １８ １５５ － ８. ９１

荒地 ３９ － ５. ４７ ３８ － ３. ２７ ４２ － ６. ７７ ５７ － ３. ０４

　 　 通过对耕地不同土层土壤水 δ１８Ｏ值与灌溉水和地下水 δ１８Ｏ值比对(图 ７)ꎬ 发现灌后 ５ ｄ(７ 月 ９ 日)ꎬ 灌

溉水和地下水 δ１８Ｏ相近ꎬ 灌溉水补给地下水ꎮ 土层 ４０ ｃｍ、 ８０ ｃｍ 和 １００ ｃｍ 有灌溉水水分ꎬ 且含水量较高

(图 ７(ａ))ꎬ 而 ２０ ｃｍ土层受蒸发影响ꎬ δ１８Ｏ 已开始富集ꎬ 含水量较低ꎮ 灌溉水并没有在 ６０ ｃｍ 土层驻留ꎬ
因为作物根系使得该土层土壤孔隙较大ꎬ 在 ６０ ｃｍ土层存在优先流[１９￣２０]ꎮ ７ 月底到 ８ 月初葵花处于现蕾期和

开花期ꎬ 是葵花生长最旺盛的阶段ꎬ 葵花根系吸水量大ꎬ 造成 ４０ ~ ６０ ｃｍ土层含水量逐渐变小ꎬ 但通过对比

灌后 １５ ｄ(７ 月 ２０ 日)和 ３０ ｄ(８ 月 ４ 日)根区 ４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 ８０ ｃｍ和 １００ ｃｍ δ１８Ｏ 值以及地下水 δ１８Ｏ 值ꎬ
发现 δ１８Ｏ值相近(图 ７(ｂ))ꎬ 说明地下水通过毛管作用给根区 ４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 ８０ ｃｍ 和 １００ ｃｍ 补给水分ꎮ
灌后 ３０ ｄ(８ 月 ４ 日)ꎬ １ ｍ土体中灌溉水水分消失ꎬ ０ ~ ４０ ｃｍ土层富集 δ１８Ｏ最多ꎬ 土壤含水量较小ꎮ

图 ７　 耕地土壤剖面含水量和 δ１８Ｏ值变化

Ｆｉｇ. ７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ａｔ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耕荒地交界地下水 δ１８Ｏ值和灌溉水 δ１８Ｏ值相似(表 ４)ꎬ 灌溉水通过垂直入渗和饱和￣非饱和侧向渗流浸

入荒地[２２]ꎮ ７ 月 ９ 日 ８０ ｃｍ和 １００ ｃｍ土层 δ１８Ｏ值与耕荒地交界地下水 δ１８Ｏ 值相近ꎬ 土层受到地下水补给ꎻ
２０ ｃｍ和 ４０ ｃｍ土层 δ１８Ｏ值比 ６ 月 ２８ 日的贫化ꎬ 水分在土壤中发生饱和￣非饱和侧向运移ꎬ 造成 ７ 月 ９ 日各

层含水量均比 ６ 月 ２８ 日含水量高ꎬ 但此后 ２０ ｃｍ和 ４０ ｃｍ土层 δ１８Ｏ富集ꎬ 土壤含水量降低(图 ８(ａ))ꎮ ７ 月

２０ 日地下水对 ６０ ｃｍ土层进行补给ꎬ 土层 ６０ ｃｍ含水量升高与 ７ 月 ９ 日含水量相近ꎬ 而其他各层含水量较 ７
月 ９ 日均减小ꎮ ８ 月 ４ 日地下水 δ１８Ｏ值(表 ４)与 ８０ ｃｍ和 １００ ｃｍ土层 δ１８Ｏ值相近ꎬ 地下水对 ８０ ｃｍ和１００ ｃｍ
土层进行补给ꎬ 使其与 ７ 月 ２０ 日的含水量相近(图 ８(ａ))ꎮ

荒地地下水埋深较浅ꎬ 为 ３８ ~ ５７ ｃｍ(表 ４)ꎬ 土层 ０ ~ ６０ ｃｍ沙粒含量较多ꎬ ６０ ~ １００ ｃｍ粉粒含量高(图
２)ꎬ 土层 ６０ ｃｍ以下土壤水变化稳定ꎬ ８０ ｃｍ和 １００ ｃｍ土层含水量较高(图 ９(ａ))ꎮ ２０ ｃｍ 土层受蒸发影响

较大ꎬ 富集 δ１８Ｏ(图 ９(ｂ))ꎬ 土壤含水量变化较大ꎮ ６ 月 ２８ 日—７ 月 ２０ 日荒地地下水受蒸发分馏影响最大ꎬ
δ１８Ｏ从 － ５. ４７‰增加到 － ３. ０４‰ꎬ 土层 ２０ ｃｍ和 ４０ ｃｍ变化最明显ꎬ 水分消耗最多ꎮ ８ 月 ４ 日ꎬ 荒地地下水

δ１８Ｏ减小到 － ６. ７７‰ꎬ 荒地土壤水 δ１８Ｏ 也随之贫化(图 ９(ｂ))ꎬ 荒地地下水是荒地土壤水变化的主要影响

因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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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耕荒地交界处土壤剖面含水量和 δ１８Ｏ值变化

Ｆｉｇ. ８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ａｔ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图 ９　 荒地土壤剖面含水量和 δ１８Ｏ值变化

Ｆｉｇ. 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δ１８Ｏ ａｔ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３　 结　 　 论

针对复杂的耕地—荒地—海子系统间水分转移问题ꎬ 于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在河套灌区开展田间观测ꎬ 分析

不同类型水分变化特征ꎬ 得到以下结论:
(１) 试验区降雨、 灌溉水和海子水的 δＤ和 δ１８Ｏ关系均呈线性ꎬ 海子受蒸发分馏影响最大ꎬ 试验区容易

富集同位素ꎬ 灌溉水是耕地地下水和耕荒地交界地下水的主要来源ꎮ 耕地地下水和降雨是荒地地下水主要来

源ꎬ 荒地地下水和降雨是海子水的主要来源ꎮ
(２) 在灌溉期ꎬ 灌溉水和降雨对耕地地下水平均贡献率为 ９４％和 ６％ ꎬ 耕地地下水和降雨对荒地地下水

的平均贡献率为 ７１％和 ２９％ ꎬ 荒地地下水和降雨对海子的平均贡献率为 ４３％和 ５７％ ꎬ ８２％的灌溉水储存在

１ ｍ土体中ꎬ １８％的灌溉水贡献给耕地地下水ꎬ 渠系灌溉水通过地下侧向径流给耕地地下水贡献 ７６％ ꎬ 地下

水之间的迁移转化ꎬ 是由渠系水侧向径流触发的ꎮ
(３) 在非灌溉期ꎬ 荒地地下水和海子水的 δ１８Ｏ 比灌溉期的多富集 ３１％和 ５４％ ꎬ 且是耕地地下水的 ２ ~

３. ５ 倍ꎬ 荒地地下水和海子耗水较多ꎬ 处于亏水状态ꎮ
(４) 灌后 ５ ｄꎬ 耕荒地交界土层 ０ ~ ４０ ｃｍ存在饱和￣非饱和侧向补给ꎬ 灌后 １５ ｄ和 ３０ ｄꎬ 耕地和耕荒地

交界地下水给根区 ４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 ８０ ｃｍ以及 １００ ｃｍ补给水分ꎬ 灌后 ３０ ｄꎬ 耕地土壤中灌溉水水分消失ꎬ
荒地受蒸发影响最大ꎬ 水分消耗最多ꎮ



　 第 ６ 期 王国帅ꎬ 等: 河套灌区耕地￣荒地￣海子系统间不同类型水分运移转化 ８４１　　

灌溉期应合理控制灌溉水水量ꎬ 减少灌溉水深层渗漏和耕荒地间饱和￣非饱和带横向运移以及地下水和

海子间水分转化ꎻ 在非灌溉期ꎬ 由于蒸发作用消耗荒地和海子水分较大ꎬ 应适当对海子进行生态补水以维持

海子水分平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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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ｔｈ ｄａｙ ａｎｄ ３０ ｔｈ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４０—６０ ｃｍ(ｒｏｏｔ ｚｏｎｅ)ꎬ ８０ ｃｍ ａｎｄ １００ ｃｍ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 ３０ ｔｈ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ｒｒ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ｎｏ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ｗｅｒｅ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ｄ ｍｕｃｈ ｗａｔｅ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ｌａｋ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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