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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与地表水水量交换识别及交换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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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提高地下水与地表水交换量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利用水力联系* 水头差* 水温* 氡F###* 氢氧稳定同

位素构建综合识别方法#cc/07%! 对新汴河宿州段地下水与地表水水量交换进行识别! 并计算交换量& 计算结果

表明" 研究河段单位河长地表水补给地下水的水量变化范围为 @3A? U!AA3@# L

!

:#M.L%! 地下水补给地表水的水量

变化范围为 $3C# U"#$3?$ L

!

:#M.L%$ 研究河段左岸为地下水补给地表水! 单位河长净补给量为 9B3#A L

!

:#M.L%$

河段右岸为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单位河长净补给量为 #"93!! L

!

:#M.L%$ 研究河段地下水与地表水水量交换以地

表水补给地下水为主! 地表水补给地下水的比例为 BB3"9V& 本研究可推动地下水与地表水交换量计算方法的发

展! 为流域或区域水资源评价提供必要的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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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和地表水作为可利用水资源的两大主体! 在自然界中发生着频繁的相互转化关系& 地下水与地表

水水量交换强度识别与定量计算一直是水文学及水资源领域的研究热点
+",

! 其交互作用可直接影响水体的

水量与水质! 研究交互作用是准确掌握水体的水量变化及水质演变的重要环节! 对流域水资源保护* 水污染

防治* 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地下水与地表水交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水文学过程! 观测与

量化比较困难
+#,

! 且地下水与地表水的交互作用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已有研究多使用单一方法对交换

量进行分析计算! 得到的评价结果往往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地下水与地表水相关的定量研究开始于 "@CC 年 \1QJJ>6KJq

+!,

对河流与冲积含水层作用规律的探讨& 近些年

来! 各种研究方法被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应用到不同的地区和流域! 如 +6WK2G5SMH等
+9,

利用示踪方法研究地表

水与地下水的转换$ e5L16H5W6K等
+B,

通过水力学法研究了墨累F达令流域的河水与地下水的转换关系$ 王文科

等
+A,

分析河水与地下水转化的关键因子! 探讨河水与地下水转化类型$ 朱金峰等
+C,

对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作用

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 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方法包括调查分析法* 水力学法* 温度示踪法* 数值法和环境示

踪法等
+9F"#,

! 各种方法均有优缺点和局限性" 调查分析法耗时费力* 误差较大$ 水力学法依据地下水与地表水

的水位计算水头差! 通过水头高低判断相互的补给关系! 优点是方便* 快捷! 但只适用于点上的研究$ 温度示

踪法不会对环境造成人为污染且温度变化易于监测* 测量! 且便捷准确$ 环境示踪法具有原理简单* 实用有

效* 可结合多种信息源数据进行分析推算等优点! 得到了广泛运用! 并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基于单一方法实际应用中的优缺点! 本文提出利用水力联系* 水头差* 水温* 氡F###* 氢氧稳定同位素

综合信息的识别方法! 即 cc/07法! 该方法具体应用步骤为"

!

根据地下水和河流水位的相对高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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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力学法识别两者之间的补排关系! 通过达西公式计算两者交换量$

"

在河水及垂直河流不同距离的

监测井中! 获得高时间分辨率#分钟级* 小时级%的水温数据! 进一步深入分析逐日* 逐时两者的交换量$

#

利用地下水与河水的氡F### 测定值! 根据研究河段水文地质条件差异性* 研究需要! 对河段进行划分!

逐河段分析地下水与河水的补排关系! 并计算两者交换量$

&

利用氢氧同位素示踪地下水* 河水* 大气降

水等各类水体的形成* 运移及混合等动态过程! 提高研究河段地下水和地表水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

本文以宿州市新汴河宿州段为例! 采用该方法识别地下水与地表水水量交换! 计算交换量! 分析研究河

段地下水与地表水交换量的时空变化特征& 河流为本次地表水的主要研究对象! 且目前本文研究区内还未开

展过地下水与地表水水量交换研究! 研究成果可为识别地下水与地表水水量交换及计算两者交换量提供一种

基于多源信息的综合方法&

!"水量交换强度识别及计算方法#cc/07法%

在分析研究区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 利用水力联系* 水头差* 水温* 氡F###* 氢氧稳定同位素多源信

息将河流划分为多个河段! 通过野外水文地质调查* 野外试验* 室内试验及资料整理与分析! 识别研究区内

地下水与地表水的转化关系! 研究地下水与地表水交换强度的时空分布特征! 计算地下水与地表水交换量及

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比例! 将不同方法所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最终确定研究河段地下水与地表水的交换

强度&

!3!"水力学法

地下水与地表水是否能产生水量交换主要由 # 个因素决定" 一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水力联系$ 二为是否存

在水头差& 河床沉积物的渗透系数通过野外竖管试验获得! 潜水含水层渗透系数通过野外抽水试验* 微水试验

确定! 见图 "& 假定河床沉积物与潜水含水层为水平层状均质介质! 两者综合渗透系数#)S%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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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

分别为河床沉积物与潜水含水层的平均厚度! L$ )

"

* )

#

分别为河床沉积物与潜水含水层的

渗透系数! L:M&

图 "%河床沉积物及潜水含水层综合渗透系数示意

O>W3" ,<GKL5H><M>5WS5L1Y<1LISKGK6J>bKGPMS5Q2><<16MQ<H>b>HP1YS>bKSXKM JKM>LK6HJ56M IGSK5H><5qQ>YKS

研究地下水与地表水之间的水力联系及水头差是确定地下水与地表水转化关系和交换量的重要方法
+#,

&

利用水力学法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交互关系进行定量描述! 收集研究区的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水位长期观测资

料! 计算水头差! 通过水头的高低判断两者之间的补给关系
+"9,

& 由地下水与地表水之间的水头差* 河床沉

积物及潜水含水层综合渗透系数! 依据达西公式可求得地下水与地表水之间的交换量& 达西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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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为河道单侧交换量! L

!

:M$ U为过水断面面积! L

#

$

/

B 为地下水水位与地表水水位差! L$ 1 为渗

流路径长度! L&

!3#"水温

由于包气带的阻隔作用! 在一定深度以下的地下水温度基本保持恒定$ 地表水受气温变化影响很大! 温

度多呈现年内和日内波动性
+"B,

& 因此! 地下水与地表水转化时必定伴随着热量的运移& 在地下水补给地表

水的河段或地表水补给地下水的河段! 这种热干扰通常比较强烈且迅速
+"A,

! 并表现出清晰的温度变化信

号
+"C,

& 通过观测对比在河床及其附近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温度变化! 可以定性分析及定量计算地下水和地表

水的交换量&

!3$"氡F###

氡F### 是一种半衰期为 !3@# M 的惰性气体! 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
+"@,

! 因在地下水中的活度通常比地表

水中的高 " U# 个数量级! 氡F### 常被用于推断地下水与地表水之间的转换关系* 计算地下水与地表水之间

的补排量
+"?F#",

& 本文利用河道氡一维稳定流模型
+##,

对地下水* 地表水交互作用及交换量进行分析计算! 细

致刻画地下水* 地表水在研究河段的交互过程&

根据计算河段上下游流量* 地表水中氡F### 浓度的关系! 假设地下水补给地表水和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沿河段均匀分布! ,Q 等
+##,

将河道氡一维稳定流模型分成 ! 种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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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河段

上游* 下游断面氡F### 活度! \q:L

!

$ Q

Q

* Q

M

分别为河段上游* 下游断面流量! L

!

:J%! 假设河段只发生地

下水补给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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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河段只发生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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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河段内地下水补给地表水与地表水补给地下水交替出现&

!3%"氢氧稳定同位素

通过不同水源同位素的明显差异! 本文采用双组分混合模型计算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混合比例
+#!,

& 该模

型假定 # 组分间必须符合线性规律! 即混合组分后的示踪剂浓度应位于混合前 # 组分示踪剂浓度混合线上且

此线性规律只是水量的混合
+#9,

& 氘#'%分馏系数远大于氧#

"@

7%! 在水分蒸发和循环过程中较敏感! 但 '的

测试精度和准确度比
"@

7低! 因而当研究河段水量交换为地表水补给地下水时! 通常选择
"@

7来估计地表水

和地下水的混合比例&

区内远离河流的地区地下水主要接受了大气降水补给! 因而用大气降水同位素组成代表区内未受到地表

水影响的地下水的同位素组成! 地表水补给地下水的比例基于下列方程计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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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混合比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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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研究河段内地下水* 地表水* 大气降

水
$

"@

7的测试值&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3!"研究区概况

宿州市位于安徽省东北部! 新汴河是淮北平原上人工开挖的一条河道! 全长 "#C3" =L! 其中宿州市境

内长 "$@39 =L! 流域面积 # 9?!3! =L

#

& 宿州市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 冬季气候干冷! 降水较少!

夏季暖湿! 降水充足$ 多年平均气温为 "93# T& 研究区地形平坦! 地面高程一般为 #9 U#C L& 地形总趋势

西北和北部稍高! 向东南和南部缓倾! 地形坡降约 ":@ $$$& 本文主要研究新汴河宿州段与地下水之间的水

量交换强度! 涉及的主要含水层为潜水含水层& 潜水含水层层位相当于晚更新统! 为宿州市农业及农村居民

生活供水的主要开采层位! 埋深多在 !$ L以内! 一般发育 # U! 层砂! 其颗粒较细! 以粉砂为主* 次为粉细

砂* 局部细砂! 砂层累计厚度一般为 B U"B L& 根据宿州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9)#$"B 年水位观测资料!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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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了 #" 个潜水监测孔的多年水位观测数据! 发现位于地下水降落漏斗以外的本研究河段! 地下水水位多年

变化主要受丰* 枯水年降水量的影响! 并呈现出季节性的变化特征
+#B,

&

#3#"数据来源

为分析地下水水位和地表水水位的关系! 本文收集了新汴河宿州东闸西侧 A 个地下水观测井#*")*A%

"??@)#$"C 年逐日水位资料! 并收集到同步监测地表水水位#*$%数据& 其中! 观测井 *"* *#* *! 位于新

汴河右岸! 与地表水相距分别为 B$$ L* !B$ L* #$$ L$ 观测井 *9* *B* *A 位于新汴河左岸! 与地表水相

距分别为 !$$ L* B$$ L* C$$ L&

在收集研究河段 A 个地下水水位监测井* " 个地表水水位监测点的 "??@ 年 " 月至 #$"C 年 "# 月逐日水位

观测资料的基础上! 于 #$#$ 年 ? 月开展了野外补充水文地质勘察工作! 进行竖管试验 9 组! 采集河床沉积

物样品 #$ 组! 包气带岩性 #$ 组$ 布设温度监测剖面 " 组$ 采集氡F### 样品 #A 组! 其中地表水样品 "" 组

#采样点 0")0""%! 地下水样品 "B 组#采样点 i")i"B%$ 采集氢氧稳定同位素样品 9@ 组! 其中地表水样

品 #$ 组#采样点 c")c#$%! 地下水样品 #B 组#采样点 f")f#B%! 大气降水样品 ! 组& 对所有观测点进行

理化指标的现场测定! 所有地下水采样点均同步采集地下水水位数据! 采样点分布如图 #&

图 #%采样点及观测井位置分布

O>W3# '>JHS>XQH>16 1YJ5LI2>6WI1>6HJ56M L16>H1S>6WaK22J

图 !%温度试验断面及监测点位置

O>W3! e1<5H>16 1YHKLIKS5HQSKHKJHI1>6HJ

%%试验中记录温度数据的传感器 #>\QHH16%型号为 ',"?##eFOB!

采样时间间隔为 "$ L>6! 温度记录时间为 #$#$ 年 C 月 "B 日至 @ 月

"# 日! 温度试验点位置图如图 !! 其中地表水温度监测深度为地表

水水面下 $3" L* $3!B L! 地下水温度监测深度为地下水水面下 $3

" L* $3! L& 气温资料为与采样时间同步的日平均气温数据! 来自

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结果与讨论

$3!"地下水与地表水转化关系分析

$3!3!"基于观测水位分析地下水与地表水转化关系

为分析研究区内地下水与地表水的转化关系! 利用 A 个地下水观测井 "??@ 年 " 月至 #$"C 年 "# 月逐日

水位数据及同步的地表水水位数据! 绘制地下水与地表水水位历时曲线图#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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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地下水水位与地表水水位历时曲线

O>W39 (5S>5H>16 <QSbKJ1YWS1Q6Ma5HKS56M JQSY5<Ka5HKS2KbK2J

%%由图 9 可知! 研究河段地下水与地表水转换关系比较复杂& 每年的 A)? 月为丰水期! 地表水位较高$

每年的 "$ 月至次年 " 月为枯水期! 地表水水位较低& 年内地表水水位变化动态曲线以/一峰一谷0为主! 地

下水水位年内变化幅度远小于地表水! 地下水动态较稳定& 地下水水位动态与月降水量关系明显! 有明显的

丰水期地下水水位高* 枯水期地下水水位低现象! 但地下水水位的年内高低变化与月降水量的大小存在时间

上的差异! 地下水水位峰现时间滞后于月降水量峰现时间! 远离河流的时间上滞后现象更明显& 在上述 A 个

地下水长期观测孔中! 从地下水与地表水动态关系可以看出! 地下水与地表水间同步性较好! 地下水与地表

水水位呈现出了一定的对应关系! 地表水水位变化与地下水水位变化关系紧密& 根据地下水与地表水水位观

测资料! 进行地下水与地表水动态关系统计分析! 计算地下水水位与地表水水位间的相关系数! *$ 与 *")

*A 观测井相关系数分别为 $3A#* $3?"* $3A?* $3A9* $3AA* $3A#! 最大的相关系数达 $3?"! 相隔较远的相

关系数为 $3A#! 除 *# 外其余地下水水位与河水水位相关系数的变化与观测井距河流的距离变化关系相符

合! 经分析河流与 *# 观测井处可能存在较高渗透性的径流通道&

$3!3#"根据水温差异分析地下水与地表水转化关系

为分析不同深度地下水对地表水温度波动的响应! 对新汴河右岸试验点#试验点位置如图 !%的时序温度

数据绘制温度)时间曲线! 试验点的时序温度数据变化如图 B 所示& 由图可知! 试验点 "#地表水水面以下

$3" L%处随空气温度变化具有极为明显的波动! 平均温度为 #C3B T! 与空气平均温度 #A3B T差距在 " T以

图 B%#$#$ 年新汴河右岸时序温度

O>W3B /KLIKS5HQSKb5S>5H>16 <QSbKJ1YS>WGHJ>MK1YHGKg>6X>56 0>bKS>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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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试验点 ##地下水水面以下 $3!B L%及试验点 !#地下水水面下 $3" L%处的温度随地表水温度波动较明

显! 平均温度与地表水平均温度差在 ! T以内$ 试验点 9#地下水水面下 $3! L%处温度变化随地表水温度

波动具有较小的响应! 平均温度与地表水平均温度差为 93A T& 试验点 #* 试验点 ! 处温度曲线波峰明显

滞后于试验点 " 处温度曲线波峰& 在垂直河床方向! 距河流越远! 温度曲线达到峰值的时间越滞后! 温

度也越低! 说明地表水温度对地下水温度的影响逐渐减弱& 试验表明! 试验点处地下水温度与地表水温

度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地下水与地表水交互作用较强& 新汴河右岸时序温度图中! 试验点 #)试验点 9 处

地下水温度变化趋势与地表水温度变化趋势相同! 其中试验点 #* 试验点 ! 处地下水温度波动特征与地表

水温度波动特征一致& 结合水位关系分析结果可判定新汴河右岸试验点处的两者补给关系为地表水补给

地下水&

$3!3$"氡F### 分析地下水与地表水转化关系

图 A%新汴河宿州段采样期内不同水体氡F###

活度值空间分布

O>W3A '>JHS>XQH>16 1Y

###

06 5<H>b>HPb52QKJ1YM>YYKSK6H

a5HKSX1MPJMQS>6WJ5LI2>6WIKS>1M >6

,QoG1Q 1Yg>6X>56 0>bKS

新汴 河 宿 州 段 地 表 水 氡F### 活 度 范 围 为 """ U

# !?$ \q:L

!

! 由于氡F### 的半衰期仅为 !3@# M! 地表水中只

有存在额外的补给来源时! 才能维持比较高的氡F###活度
+"A,

&

有研究认为! 当地表水中氡F### 活度大于 " $$$ \q:L

!

时! 即

可认为有地下水补给地表水
+"C,

& 依据氡F### 活度数据绘制图

A! 由图可知! 新汴河宿州段存在明显地下水补给地表水情

况! 且可以看出沿河流流向! 地下水补给地表水水量呈先减

小再增大后减小趋势& 采样期内部分地表水采样点氡F### 活

度值低于 " $$$ \q:L

!

! 但此地区地下水采样点氡F### 活度值

均值为!A 9$@ \q:L

!

!说明部分河段地表水地下水交互作用较

弱& 考虑到采样期内宿州市气温较高! 雨水偏多! 过多的降

水累积后稀释了地表水中氡F###活度! 温度升高也使得地表水

中氡F### 逸散更加活跃! 且根据水力学法计算结果! 新汴河右

岸两者补排关系为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新汴河左岸为地下水补

给地表水! 但补给量较小&

$3#"地下水与地表水转化量

$3#3!"水力学法交换量计算

综合考虑距河床距离* 井深等情况! 选择位于河流左* 右岸的 *B* *" 观测井观测资料进行地下水与地

表水交换量计算& 根据所收集 "??@ 年 " 月至 #$"C 年 "# 月地下水* 地表水逐日水位动态观测资料计算地下

水与地表水的交换量! 根据计算成果可知! 在计算时段内! 新汴河右岸单位河长地表水平均补给地下水量为

#AB3B9 L

!

:#M.L%! 地下水平均补给地表水量为 B"3#" L

!

:# M.L%$ 新汴河左岸单位河长地下水平均补给

地表水量为 ?93@" L

!

:#M.L%! 地表水平均补给地下水量为 9?3BB L

!

:#M.L%& 根据年交换量计算结果绘制

图 C& 从图中可以看出! "??@)#$"C 年新汴河两岸地表水向地下水转化总量呈波浪形变化! 变化规律不明

显! 在年内总体上呈现地表水与地下水互补的状态&

新汴河右岸#图 C#5%%"??@)#$$@ 年期间! 地表水和地下水在年际间呈现互补状态! #$$@ 年以后! 地表

水补给地下水量远大于地下水补给地表水量! 总量上表现为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由于 #$"B 年降水量较大为

丰水年! 地表水水位远大于地下水水位! 地表水向地下水补给量远大于地下水补给地表水量! 补给量达到峰

值& 新汴河左岸#图 C#X%%"??@)#$"C 年期间! 地下水* 地表水互补现象交替出现! 由于 #$"# 年降水量较

#$"" 年锐减! 地表水水位迅速降低而地下水水位动态较地表水稳定! 从而地表水* 地下水水位差增大使地

下水补给地表水量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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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C 年新汴河两岸地表水与地下水交换量

O>W3C .5HKSqQ56H>HPKd<G56WK1YX1HG J>MKJ1YHGKg>6X>56 0>bKSYS1L"??@ H1#$"C

%%由于仅利用地下水* 地表水水位数据及河床沉积物及含水层综合渗透系数! 判断研究河段地下水与地表

水交互关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将水位数据和温度数据相结合定性判断研究河段地下水* 地表水交互关

系! 可提高单一方法计算结果的可信度&

$3#3#"基于氡F###的地表水地下水交换量计算

本研究取中位数代表采样期内不同类型水体中氡F### 活度的平均水平! 目的是排除部分采样点氡F###

活度异常值的影响& 结合上述分析及实测数据! 建立新汴河宿州段的河道氡一维稳定流模型! 进行模型求

解! 计算地下水与地表水的交换量& 由于采样期内河段内不同位置氡F### 活度值不同! 所以不同河段地下

水与地表水之间补给速度存在差异! 为使计算结果更加清楚明了! 根据采样点布设位置将新汴河宿州段划分

为 "$ 个河段! 分段建立河道氡一维稳定流模型! 模型计算结果如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 河道氡一维稳定流模型计算结果表明! 研究河段水量交换过程非常复杂! 新汴河宿州

段单位河长地表水补给地下水量#Z

S

%变化范围为 @3A? U!AA3@# L

!

:# M.L%! 地下水补给地表水量#Z

W

%变化

范围为 $3C# U"#$3?$ L

!

:#M.L%& 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 新汴河宿州段地表水补给地下水比地下水补给

地表水水量通常大 " U# 个数量级! 表明新汴河宿州段两岸地表水和地下水水量交换以地表水补给地下水为

主& 由表 " 可知! 沿河流流向地下水补给地表水水量呈现先减小再增大趋势! 此计算结果与图 A 中氡F### 活

度沿河流流向分布情况一致& 河道氡一维稳定流模型计算结果可定量解释地表水中氡活度空间变化规律& 在

地形平坦的平原河网地区! 地形对水量交换的影响减少! 河流和地下水水位的波动使得河流和邻近含水层的

水量交换更加复杂&

表 !%新汴河单位河长地表水补给地下水量及地下水补给地表水量 9

=

T#3&9%

&'()*! U'0*4V5'20-0@ *W/7'26*1.641523B'0*4'23,54.'/*B'0*4-207*X-2(-'2F-<*4

河段 河段编号 Z

W

Z

S

河段名称 河段编号 Z

W

Z

S

0")0# " "#$3?$ !AA3@# 0A)0C A #A3BC "$#3BC

0#)0! # CC3B# 0C)0@ C !!3#?

0!)09 ! AA3?" 0@)0? @ C3!?

09)0B 9 $3C# 0?)0"$ ? "@C3"?

0B)0A B @3A? 0"$)0"" "$ C$3?9 #B$39"

%%水力学法在监测资料不足时只能计算固定点位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交换量! 无法逐段刻画具有空间差异性

的河道水量交互情况! 但可分别计算出河道两岸的水量交换强度$ 氡F### 由于易受到河流溶解可溶性矿物

质* 降水特性等影响! 使计算结果可靠性降低! 但可分段计算出具有空间差异性河道不同位置的水量交换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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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基于 '!

!'

7的地表水地下水交换量计算

新汴河宿州段地表水
$

'和
$

"@

7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BA3#Av U[B$3C#v和 [C3CCv U[A3#Av! 平均

值分别为 [B93#!v和 [C3#"v! 沿流向变化特征如图 @ 所示!

$

'和
$

"@

7沿流向变化趋势不显著! 呈波动式

增大* 减小&

图 @%地表水
$

'*

$

"@

7沿程变化特征

O>W3@ (5S>5H>16 <G5S5<HKS>JH><J1Y

$

'56M

$

"@

7>6 JQSY5<Ka5HKS5216WHGKS>bKS

%%地下水
$

'*

$

"@

7组成随井深变化特征见图 ?!

$

'*

$

"@

7变化范围分别为 [BC39#v U[9#3B@v和

[C3C9v U[B3$9v! 平均值分别为 [B$399v和 [A39Bv& 当井深小于 "C L时! 水体中
$

'*

$

"@

7变化范

围较大! 可能受到大气降水* 地表水及蒸发作用共同影响$ 当井深大于 "C L时! 水体中
$

'*

$

"@

7呈略富集

趋势! 总体趋于平稳! 说明地下水所处环境较稳定& 地表水氢氧稳定同位素组成总体较地下水贫化! 但比较

接近! 说明地下水与地表水存在较为密切的水力联系&

图 ?%地下水
$

'*

$

"@

7随井深变化特征

O>W3? (5S>5H>16 <G5S5<HKS>JH><J1YWS1Q6Ma5HKS

$

'56M

$

"@

7a>HG aK22MKIHG

%%研究区不同水体
$

')

$

"@

7关系见图 "$& 根据研究区的降水数据建立当地大气降水线为
$

' "̀B3A"

$

"@

7r

B?3#$#!

#

$̀3?9%& 根据地下水和地表水测试数据分别建立地下水线和地表水线为"

$

' B̀3$$

$

"@

7["@3"@

#!

#

$̀3@9%!

$

' #̀3A?

$

"@

7[!93@C#!

#

$̀3A9%! 地下水线斜率为 B3$$* 地表水线斜率为 #3A?! 均小于大气

降水线斜率! 说明地下水和地表水同位素组成受到一定程度蒸发作用影响&

另一方面! 地下水线斜率与地表水线斜率相近! 表明研究区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较强& 各类水体的 !

#

依次降低! 表明在
$

'与
$

"@

7的线性关系中! 各类水体的
$

'*

$

"@

7数据在逐渐变分散! 说明不同类型的水体之间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相互转化& 各地下水样点与地表水样点均分布于当地大气降水线附近! 表明大气降水为地表水

和地下水的主要来源& 地表水沿大气降水线分布的范围较小! 氧同位素组成相接近! 由于研究河段较短! 地表水



%第 " 期 束龙仓! 等" 地下水与地表水水量交换识别及交换量计算 AB%%%

径流路径较短! 同位素交换* 溶解速度无显著差异& 由水文地质调查结果可知! 研究区内多数地区地表水水位高

于地下水水位! 因此! 地下水在接受地表水补给时导致水体中
$

'*

$

"@

7差异较大& 研究河段内! 地表水较左岸地

下水
$

'*

$

"@

7富集! 较右岸地下水贫化! 表现为河流左岸为地下水补给地表水* 右岸为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图 "$%不同水体
$

')

$

"@

7关系

O>W3"$

$

')

$

"@

7M>5WS5L1YM>YYKSK6Ha5HKSX1M>KJ

%%本次研究除了定性分析大气降水* 地下水* 地表水三者之间的补给关系外! 还利用双组分混合模型计算

相应的补给比例! 进行定量分析& 由水力学法与氡F### 试验法所得结果可知! 研究河段左岸为地下水补给

地表水! 右岸为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但地表水补给地下水水量远大于地下水补给地表水水量! 所以河段总体

水量补给关系表现为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由此可以根据公式 #!%计算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比例! 其中

$

"@

7

0

*

$

"@

7

i

和
$

"@

7

E

值均以所测得数据的平均值为代表& 将
$

"@

7

0

*

$

"@

7

i

以及
$

"@

7

E

的平均值代入公式#!%!

得到研究河段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比例为 BB3"9V! 降水对地下水的补给比例为 993@AV! 在采样期内大

气降水和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比例相差不大&

%"结""论

本文在搜集研究区内新汴河宿州东闸西侧 A 个地下水观测井 "??@)#$"C 年逐日水位资料* 同步监测地

表水水位数据与 #$#$ 年 ? 月野外水文地质调查所采集样品基础上! 基于所收集的水位数据及降水* 地表水

和地下水样品! 采用 cc/07法! 确定了研究河段左* 右岸地下水与地表水的补给关系* 补给量和补给比

例! 揭示了新汴河宿州段地下水地表水交互过程& 主要结论如下"

#"% 研究区地下水与地表水水力交互频繁! 水位变化同步性较好! 相关系数较高& 研究河段右岸为地表水补

给地下水! 温度测量点在河床沉积层中深度越大! 距离河岸越远! 地下水温度对地表水温度的波动响应越小&

##% 由水力学法计算结果可知! 研究河段左岸为地下水补给地表水! 单位河长净补给量为 9B3#A L

!

:#M.L%$

河段右岸为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单位河长净补给量为 #"93!! L

!

:# M.L%& 研究河段两岸地下水和地表水水

量交换以地表水补给地下水为主&

#!% 利用氡F### 作为示踪剂! 建立河道氡一维稳定流模型! 得出研究河段单位河长地表水补给地下水

量和地下水补给地表水量变化范围分别为 @3A? U!AA3@# L

!

:# M.L%和 $3C# U"#$3?$ L

!

# M.L%! 沿河流流

向地下水补给地表水水量呈先减小再增大趋势! 与氡F### 活度沿河流流向分布情况一致&

#9% 不同水体氢氧稳定同位素组分特征表明! 地表水是研究区内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 利用降水* 地

表水和地下水氢氧稳定同位素组成的线性关系和双组分混合模型! 计算结果表明研究河段为地表水补给地下

水! 且地表水补给地下水的比例为 BB3"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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