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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动力学理论的发展与国际岩溶研究中心的成立
Ξ

袁道先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国土资源部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广西 桂林 541004)

　　1990 年至今, 笔者带领的国土资源部岩溶动力

学重点实验室研究群体连续成功申请与实施了与岩

溶有关的 IGCP299、IGCP379、IGCP448 和 IGCP513

四个国际地质对比计划项目, 为国际岩溶学术界同行

提供了一起学习、工作机会, 进而共同解决岩溶形成、

碳循环、岩溶生态、水资源等领域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现代岩溶学研究中地球系统科学的引入和岩溶动力

学理论的建立, 促进了岩溶科学的发展。而 IGCP 岩

溶项目则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在

桂林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此, 本文回顾了过去二十年来我国岩溶动力

学理论的发展历程, 概述了主要科学成果及其应用前

景, 并强调全球观对发展我国现代岩溶学的重要性。

我国岩溶动力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年前对岩溶地球化学的研究。一系列野外便携式仪器

的运用, 揭示了岩溶动力系统的行为特点、方向 (溶蚀

或沉淀) 以及岩溶过程强度, 并为发展岩溶动力学理

论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

岩溶动力学是研究岩溶动力系统结构、行为特

征、功能和岩溶动力系统 (KD S)类型的学科。岩溶动

力系统是在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界面上, 以

碳、水、钙和其它元素循环为主的物质、能量传输与转

换的岩溶系统。岩溶动力系统的主要功能有: ①驱动

岩溶形态的形成; ②调节大气温室气体浓度, 缓解环

境酸化; ③驱动元素的运移和沉淀, 形成矿产资源和

影响生命; ④记录大气和环境变化过程。由于岩溶动

力系统同时受到地质、水文、大气和生物过程的影响,

因此岩溶动力系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岩溶形态组合这一概念是岩溶动力学理论的重

要部分, 指一组包括宏观形态和微观形态、地表形态

和地下形态、溶蚀形态和沉积形态的组合岩溶形态。

该概念所蕴含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对克服国际岩溶对

比中以单种形态作对比造成的“异质同相”现象的混

乱有很大的帮助, 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岩溶对比

计划 ( IGCP 299)的顺利进行。

对国内外许多典型岩溶动力系统实验场的多年

监测, 揭示了不同类型岩溶动力系统行为的差异, 及

其与降水 (尤其是暴雨事件)、植被、土壤环境的关系。

研究发现, 碳酸盐岩体这个最大的碳库在全球碳循环

中仍然非常活跃。实验场自动记录的数据表明, 岩溶

动力系统对环境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其变化的尺

度可以以小时计, 甚至是以分钟计。此外, 要准确评价

岩溶作用强度和碳循环, 就需要对水化学进行连续观

测。对实验场的连续观测表明, 水化学的季节和日变

化多表现为对暴雨事件的响应, 因此季风带岩溶地区

(如我国西南部) 表层岩溶泉水文地球化学的采样策

略应当重新设计。研究发现, 仅考虑水—岩相互作用

对理解岩溶系统水化学变化是不够的, 要掌握岩溶动

力系统的空间和时间变化规律, 必须把水—岩—气相

互作用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虑, 要评价系统中二氧化

碳的影响。

通过对岩溶过程中的二氧化碳的研究, 岩溶动力

学理论为全球变化研究提供两条途径: 第一, 岩溶过

程对大气二氧化碳源汇的影响。经估算, 中国岩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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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碳酸盐岩的溶解每年可回收大气中17. 74×106 t 的

二氧化碳, 而全球岩溶地区回收 6. 08×108 töa, 后者

占全球碳循环模型中遗漏汇的1ö3。另一方面, 沿古地

中海地带 (即从西藏西部到法国) 是地质构造的活跃

地带, 有许多二氧化碳排气点, 已成为大气二氧化碳

的重要来源。第二, 通过对岩溶沉积物 (尤其是洞穴沉

积物)高分辨率气候突变的解析, 可揭示É、Ê 期古季

风气侯的突变。这方面的许多研究成果已在Science,

Ho locene, Q uaternary In ternat ional 等重要的国际

期刊中发表。例如, 对贵州董哥洞石笋氧同位素比值

和钍- 230 年代的测定, 揭示了过去16 万年来亚洲季

风和低纬度地区降水变化的特征。众多18O ö16O 值的

突变是由于热带和亚热带降水变化所致, 而降水是由

太阳辐射及千年尺度的循环转变所驱动。前一个间冰

期季风持续了 (9. 7±1. 1) ka, 从距今 (129. 3±0. 9) ka

前开始, 表现为在不到200 年的时间里氧同位素比值

的突然变轻, 并在距今 (119. 6±0. 6) ka 前结束, 表现

为在不到300 年的时间里氧同位素比值的突然变重。

其起始时间与太阳辐射强度增高, 及相应的盛间冰期

环境的出现时间一致。这表明, 太阳辐射强度增高驱

动了盛间冰期的出现。

通过对众多洞穴石笋古气候记录的研究, 中国荔

波距今 250 ka 的古气候环境演变得以重建。末次冰

期以来存在多次冷事件——H ein rich 冷事件H 1～

H 5, 和与新仙女木事件对应的突发事件, 均被清楚的

记录在我国南方的石笋上。

岩溶动力系统理论已应用到支持我国岩溶地区

发展的实际工作中, 特别是为恢复我国西南地区石漠

化的生态环境服务。我国西南石漠化地区覆盖面达10

万km 2, 人口约300 万。由于缺水少土及碳酸盐岩碱性

环境, 岩溶生态系统地表植被表现为岩生性、旱生性

及嗜钙性等特征, 地下植被则表现为缺乏光照、温度

稳定、新陈代谢缓慢等特点, 所有这些都抑制了岩溶

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发展。因此, 在岩溶动力学理论的

指导下, 我们选择了适生的, 即既能保护生态环境, 又

有经济效益的植物作为石漠化地区生态重建所需的

物种, 此外, 依照岩溶动力系统的元素行为特征, 对我

国西南部数千条地下河水资源进行管理。

岩溶动力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是最新成立的国

际岩溶研究中心的首要目标。这一学科将在国内外岩

溶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得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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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1990, fou r karst rela ted IGCP P ro jects

( IGCP 299, IGCP 379, IGCP 448 and IGCP 513)

have been imp lem en ted successively by the au tho r

from the In st itu te of Karst Geo logy, CA GS, as

L eader of the In ternat ional W o rk ing Group. A ll

these fou r p ro jects have p rovided oppo rtun it ies fo r

karst research comm un it ies w o rldw ide to study to2

gether and so lve resou rces and environm en t p rob2

lem s in the fields of karst fo rm at ion, carbon cycle,

karst eco logy and w ater resou rces. Eart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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