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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以西南地区 10 个表层岩溶泉的长期观测和自动化监测数据为基础 ,分析了表层岩溶带的水文动态特点。表层岩

溶泉的月径流量变化和连续的水位变化表明表层岩溶带具有水文动态不稳定的共性 ,不稳定性和表层岩溶带的功能和

降水有关。根据表层岩溶带的形态和水文动态变化特点进行分类 ,认为以间互型碳酸盐岩为基础的溶丘洼地表层岩溶

带和以连续型碳酸盐岩为基础的峰丛洼地表层岩溶带是西南岩溶区两种重要的表层岩溶带类型。溶丘洼地表层岩溶带

相对于峰丛洼地表层岩溶带具有较连续的土壤盖层和较大的表层岩溶泉密度以及较稳定的水文动态变化。白云岩上发

育的表层岩溶带水文动态比灰岩稳定 ,森林覆盖下的表层岩溶带的水文动态比灌木林稳定。表层岩溶带的水文动态受

控于它的补给类型和径流特征。土壤层的厚度和植被类型会使表层岩溶带集中补给的比例发生变化 ,而岩性则通过影

响表层岩溶带的空隙类型来控制径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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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层岩溶带是指岩溶地区岩石表层一定深度内风

化较强烈的部分 ,具有存储、输送降水补给的作用 ,是

岩溶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 ] 。在我国西南岩溶区 ,

表层岩溶带普遍存在 ,并且具备一定的动态存储能力。

表层岩溶带中的岩溶水具有分散流动的特点 ,因此一

般认为通过表层岩溶带的降雨补给为分散补给 ,其与

通过落水洞的集中补给是岩溶水系统两种主要的补给

形式。表层岩溶带中也存在小型的岩溶水系统即表层

岩溶泉。表层岩溶泉形成了表层岩溶带中的集中补

给。表层岩溶泉还具有解决人畜饮水问题的作用。因

此研究表层岩溶泉不仅有助于认识岩溶水系统 ,还有

利于解决岩溶地区的社会问题。

桂林丫吉试验场发育典型的南方表层岩溶带和表

层岩溶泉。表层岩溶带水循环速度快 ,但溶蚀作用非

常强烈[2 ] 。丫吉试验场、弄拉和茂兰 3 个地区表层岩

溶泉的对比研究表明森林覆盖下的表层岩溶带的调蓄

能力比石山环境的强[3 ]
;森林通过产生枯枝落叶层使

表层岩溶带滞留了大量水分[4 ] 。弄拉表层岩溶泉降雨

后很快出现降雨补给的稀释作用 ,反映表层岩溶带的

敏感性[5 ] 。洛塔表层岩溶带的研究重点在表层岩溶带

结构描述和分类上[6 ]
,其分类以气候、岩石、径流和结

构特征为依据[7 ]
,但对表层岩溶带的径流和结构的认

识还不够完全。国内对表层岩溶带的研究局限在少数

点上 ,对区域尺度表层岩溶带的认识不足。本项研究

运用多个典型点的研究结果对西南岩溶区的表层岩溶

带的水文特征进行概括。

1 　研究方法

选择西南地区 10 个表层岩溶泉为研究对象 ,结合

5 个地区的 1∶5 万水文地质调查成果来分析表层岩溶

带的区域特征 (表 1) 。表层岩溶泉的流量观测利用人

工观测和仪器自动记录相结合的方法。自动记录仪器

为 GREENSPEN2CTDP300 ,可以记录水位、水温、pH 值、

电导率和降雨量的连续变化。

2 　结果分析

211 　表层岩溶带月水文动态

采用 2 种方法计算表层岩溶泉的月径流量 ,第一

种方法是根据实测的流量计算月径流量 ,公式如下 :

R = �Q ×T ×8614

式中 : R ———月径流量 (m
3 ) ;

Q ———当月平均流量 (LΠs) ;

T ———当月天数 (d) 。

第二种方法是观测时间不足 1 年时 ,根据已有月

径流量和降雨量之间的近似线性关系 ,利用降雨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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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月径流量。只有东旺和上弄拉采用此种算法 ,其余 观测点采用第一种算法。
表 1 　观测点地质、岩溶发育和植被状况

Table 1 　Geological , karstic and vegetation conditions of the monitoring sites

观测点 地层 地貌和表层岩溶带特征 植被 观测密度 降雨量 (mm)

老寨 灰岩 溶丘洼地 ,溶丘表面土壤层基本覆盖基岩 ,有地下河 荒草地 1 次Π5 天 1 109 ①1 356 ②

格则湖 白云岩 地表为常态山 ,无洼地 ,无地下河 ,土壤层较厚 荒草地 1 次Π5 天 1 109 ①1 356 ②

拉桥 A 灰岩 灌木林 1 次Π天 1 009 ①1 752 ②

拉桥 B 灰岩 峰丛洼地 ,峰丛表面基岩裸露 ,土层薄且不连续 ,有地下河 森林 1 次Π天 1 009 ①1 752 ②

梅花山 灰岩 峰丛洼地 ,坡度较缓 ,土层较连续 ,有地下河 荒草地 1 次Π天 1 300 ①

丫吉 灰岩 灌木林 1 次Π月 1 915 ②

弄拉 白云岩 峰丛洼地 ,峰丛陡峭 ,基岩裸露 ,垂直的溶隙、 森林 1 次Π天 1 277 ①1 700 ②

上弄拉 白云岩 孔洞普遍存在 ,土层不连续 ,饱水带有岩溶管道 森林 1 次Π3 天 1 277 ①1 700 ②

东旺 白云岩 灌木林 1 次Π3 天 1 277 ①1 700 ②

菜子湾 灰岩 灌木林 1 次Π天 1 300 ②

　　注 : ①表示观测期间年降雨量 , ②表示多年平均降雨量

　　8 个表层岩溶泉的观测结果显示 (表 2 ,图 1) ,月

径流量变化幅度大是表层岩溶泉的共同特征。3～7

月表层岩溶泉的月径流量明显高于 8～次年 2 月。梅

花山表层岩溶泉 7 月的径流量占全年的 60 % ,有些月

份的径流量只占 1 %。老寨、格则湖和菜子湾表层岩

溶泉多次出现零月径流量的现象。变差系数最大的梅

花山、弄拉、拉桥 A 泉月径流量在 6 或 7 月出现唯一的

高峰 ,变差系数较大的老寨、东旺和格则湖则是雨季都

有较高的月径流量 ,变差系数最小的上弄拉的月经流

量仅在雨季有小幅度的升高。
表 2 　表层岩溶泉月径流量变差系数

Table 2 　Discharge and variance of the epikarst springs

老寨 格则湖 拉桥 A 梅花山 弄拉 上弄拉 东旺

总计 (m3) 446 367 2 746 22 062 6 569 3 861 11 507

变差系数 115 019 116 210 119 013 115

图 1 　表层岩溶泉月径流量比例的变化比较

Fig. 1 　Percent of monthly discharge of the epikarst springs

　　表层岩溶泉月径流量变化大首先与表层岩溶带的

水文地质特点有关 :表层岩溶带上覆土层薄 ,基岩裸露

地带孔、洞发育这都使降雨补给通畅 ;表层岩溶带厚度

小 ,约在 10m 左右 ,降雨后很快达到饱和 ,流量也随之

迅速增大 ;表层岩溶泉的汇水范围小 ,而且含水介质以

大尺寸的溶隙、孔洞为主 ,导致岩溶水的运动速度快 ;

表层岩溶泉的排泄通畅。其次与降雨分配的不均匀有

关 ,表层岩溶泉月径流量较大的时期与雨季同时。表

层岩溶泉月径流量的不稳定性表明岩溶水的径流速度

快、滞留时间短 ,而且降雨通过表层岩溶带对岩溶水系

统的补给是迅速的。

表层岩溶泉之间的年径流量相差悬殊。溶丘洼地

地区的表层岩溶泉其年径流量远低于峰丛洼地地区的

表层岩溶泉。溶丘洼地的表层岩溶带趋向于形成众多

的小系统 ,而峰丛洼地的表层岩溶带则包含较大的汇

流系统。

表层岩溶带形态、结构、岩性、植被等方面的差别

会使水文动态变化的强烈程度有所差别。溶丘洼地表

层岩溶带的水文动态没有峰丛洼地那么强烈 ,原因之

一是岩溶水系统的不均匀度不同 ,其次是土壤层的厚

度的差异。不均匀度低的溶丘洼地表层岩溶带水流比

较均匀 ,裂隙水的比例较大。而不均匀度高的峰丛洼

地表层岩溶带水流集中在岩溶管道中。溶丘洼地碳酸

盐岩的连续性不如峰丛洼地并且岩层组合是夹层型和

互层型 ,因此造成地表土壤明显比峰丛洼地厚。

灰岩上的表层岩溶带其水文动态比白云岩上的强

烈 ,老寨月径流量的变差系数高于处于相同地理位置

的格则湖表层岩溶泉。菜子湾表层岩溶泉月径流量高

度集中在降雨量丰富的时期 (图 2a) ,而同样是峰丛洼

地地区的弄拉表层岩溶泉在最大月径流量和最小月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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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之间有明显的过度 (图 2b) 。

图 2 　菜子湾、弄拉表层岩溶泉月径流量动态曲线

Fig. 2 　Monthly discharge of the Caiziwa and

Nongla epikarst spring

弄拉、上弄拉、东旺 3 个表层岩溶泉地理位置靠

近 ,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相同 ,所不同的是弄拉和上弄

拉表层岩溶泉的植被以森林为主 ,而东旺表层岩溶泉

的植被为灌木林 ,只有东旺出现断流。

212 　表层岩溶泉连续的水文动态

老寨、格则湖、菜子湾、丫吉试验场 S55、拉桥 B 和

梅花山表层岩溶泉都出现断流 ,断流时间为 20～180d。

表层岩溶泉平均流量为 01027～511LΠs。

峰丛洼地的表层岩溶带尽管在结构上类似 ,但是

其连续的水文动态变化特征差异也很大。茂兰、S55

和弄拉表层岩溶泉都代表峰丛洼地 ,从它们的泉水位

曲线形状及其与降雨之间的关系来看 (图 3～5) ,茂兰

表层岩溶泉的水位在降雨后迅速升高 ,但下降比较平

缓。弄拉表层岩溶泉的水位无论是上升段还是下降段

都较平缓。与此相反的是 S55 表层岩溶泉在强降雨后

水位立刻在短时间内出现大幅度的升高 ,降雨结束后

水位迅速回落 ,随后缓慢下降。表层岩溶泉水位的变

化特征显示表层岩溶带的两种不同径流类型 ———快速

流和慢速流[8 ] 。快速流可能来自坡面流的集中补给 ,

慢速流则来自分散补给。

弄拉表层岩溶泉即使在降雨强度很大的情况下也

图 3 　拉桥 B泉 2004 年 4 月水位波动曲线

Fig. 3 　Hydrograph of the Laqiao B epikarst

spring in April , 2004

图 4 　弄拉表层岩溶泉 2004 年 7 月水位波动曲线

Fig. 4 　Hydrograph of the Nongla epikarst

spring in July , 2004

图 5 　S55 表层岩溶泉 2004 年 5 月水位波动曲线

Fig. 5 　Hydrograph of the S55 epikarst spring in May , 2004

不出现水位暴涨暴落的现象 ,说明它以分散补给为主。

茂兰表层岩溶泉的水位涨、落的特点介于弄拉和 S55

之间 ,表明其含水空间比较均匀 ,即不是 S55 那样完全

突出快速流的特点也不是弄拉那样明显的受孔隙、裂

隙控制。茂兰的表层岩溶带上有覆盖度很高的森林 ,

森林对降雨的缓冲作用削弱了水位的暴起暴落。

213 　表层岩溶带的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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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岩溶区裸露型碳酸盐岩面积约 514 ×10
5
km

2
,

表层岩溶带普遍存在。单位面积中表层岩溶泉的数量

即表层岩溶泉的密度在区域上变化很大 (表 3) 。通过

湖南、广西、云南部分地区的水文地质普查发现 ,湘南、

湘西以溶丘洼地为特征的表层岩溶带具有较高的表层

岩溶泉密度 ,广西、云南以峰丛洼地和石山环境为特征

的表层岩溶泉的密度较小。而且湘南、湘西的表层岩

溶泉出流时间长 ,基本不需要水窖调节 ,而广西、云南

的表层岩溶泉出流时间短 ,大部分需要修建水窖。这

反映 2 种类型的表层岩溶带在径流分散程度、岩溶水

滞留时间上的差异。

表 3 　西南岩溶区表层岩溶泉密度比较

Table 3 　Density of epikarst springs in the

karst area of southwestern China

位置 地层 地貌类型
密度

(个Πkm2)

吉首保靖白岩洞地下河 灰岩 ,白云岩 溶丘洼地 017

吉首峒河流域吉卫 白云岩 岩溶盆地 016

吉首峒河流域东尾 灰岩 溶丘洼地 014

吉首峒河流域小龙洞 灰岩 溶丘洼地 014

郴州万华岩地下河 灰岩 溶丘洼地 018

文山州木美地下河 灰岩为主 峰丛洼地 011

河池凤山坡心地下河 灰岩 峰丛洼地 011

　　湘南、湘西岩溶属于间互型岩溶 ,表层岩溶带的岩

溶动力系统受非碳酸盐岩夹层影响[9 ] 。广西、云南岩

溶属于连续型岩溶 ,表层岩溶带的岩溶动力系统仅受

降雨和土壤 CO2 驱动[10 ] 。所以两种表层岩溶带的形

成条件是不同的。根据张寿越等的研究结果 ,湘西、湘

南岩溶属于贵州、湘西、鄂西岩溶区 ,或者属于黔西溶

洼 - 丘峰山地区和鄂黔溶洼 - 丘峰山地区 ;广西西部、

云南东部岩溶属于滇黔桂三省交界岩溶区[11 ] 。

以间互型碳酸盐岩为基础的表层岩溶带和以连续

型碳酸盐岩为基础的表层岩溶带是两种重要类型。间

互型碳酸盐岩分布区宏观岩溶地貌是溶丘洼地。连续

型碳酸盐岩地表通常发育峰丛洼地 (图 6) 。峰丛洼地

表层岩溶带坡度较陡 ,基岩裸露率高 ,土壤少且不连

续 ,溶蚀强烈且管道尺寸大。溶丘洼地表层岩溶带坡

度缓 ,基岩裸露率低 ,土壤较多且连续 ,溶蚀相对较弱

且管道尺寸小。峰丛洼地表层岩溶带普遍存在集中补

给和分散补给两种类型 ,溶丘洼地表层岩溶带的降雨

补给以分散补给为主。峰丛洼地表层岩溶带岩溶水的

运动兼有快速流和慢速流 ,而溶丘洼地表层岩溶带以

慢速流为主。

图 6 　西南岩溶区两种类型表层岩溶带分布图

Fig. 6 　Two types of epikarst zone in southwestern China

1 —裸露型岩溶 ;2 —覆盖型岩溶 ;3 —埋藏型岩溶 ;

4 —非岩溶 ;5 —峰丛洼地型表层岩溶带 ;

6 —溶丘洼地型表层岩溶带 ;7 —研究点或区

3 　结论

以表层岩溶泉监测和水文地质调查为基础 ,总结

出表层岩溶带的两种重要类型 :峰丛洼地表层岩溶带

和溶丘洼地表层岩溶带。这两种类型在形态、结构、水

文动态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峰丛洼地表层岩溶带还可以根据岩性细分为白云

岩峰丛洼地表层岩溶带、灰岩峰丛洼地表层岩溶带 ,根

据植被细分为森林峰丛洼地表层岩溶带、灌木林峰丛

洼地表层岩溶带。岩性影响表层岩溶带含水介质的结

构。白云岩基础上发育的表层岩溶带裂隙、孔隙丰富 ,

导致表层岩溶泉水位涨退缓慢。灰岩基础上发育的表

层岩溶带管道发育 ,管道中的快速流使表层岩溶泉的

水文动态变化剧烈。植被类型调蓄降雨的能力不同 ,

其改变表层岩溶带水文动态的程度也不同。灌木林条

件下表层岩溶泉出现的坡面流导致的水位暴涨暴落在

森林条件下的泉水中就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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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logical character of epikarst in Southwest China

J IANG Guang2hui1 , GUO Fang1 ,2

(1. Department of Hydroscience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 China ;

2. Karst Dynamic Laboratory , Institute of Karst Geology , Guilin 　541004 , China)

Abstract : Ten epikarst springs were monitored with manual measurement or sensors for more than one year. These

epikarst springs widely distributed in southwestern China , representing subtropical epikarst . Monthly discharge and

continued water lever curves of the springs indicate that strong hydrological unsteadiness i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a subtropical epikarst spring. This strong hydrological unsteadiness results from the function of epikarst and

monsoon climate. The ten epikarst springs wer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 namely , karst hill epikarst and peak

cluster epikarst . It is reasonably to consider that the two types of epikarst are typical in southwestern China. Karst

hill epikarst is covered by more consecutive soil , is apt to produce concentrated flow and is not as unsteady as peak

cluster one. Epikarst spring in dolomite is not as unsteady as that in limestone. Epikarst covered by forest has not

the same strong hydrological unsteadiness as epikarst covered by shrub. Thick soil and forest may reduce

concentrated recharge which induced sudden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spring discharge or water lever. Epikarst in

dolomite has more pore and fissures and less conduits than epikarst in limestone.

Key words :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 epikarst sping ; karst hill epikarst ; peak cluster epika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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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ide richment and building up fluoride transfer from wall rock to groundwater. Calcium (magnesium) sulphate

type water counterworks fluoride to enrich. Sodium , chloride , bicarbonate and pH have active function to enrich the

fluoride in the groundwater , but calcium contents is negative correlative to fluoride content . The Migration

coefficient is in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bicarbonate and pH and in a negative relation with other main chemiscal

ions. Groundwater circulation condition is the motive of the fluoride enrichment and transfer. Using the Phreeqci

software to analyze saturated index and calcium and fluorine ion activity , we found that fluorite and calcite control

water chemical compositions which have some relations with fluoride in groundwater.

Key words : groundwater ; fluoride ; hydrogeochemistry ; Dal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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