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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黄龙钙华的成因
——回应周绪纶先生“黄龙钙华是热成因还是冷成因

Ξ

——高寒岩溶气源之一”一文

刘再华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贵阳 550002;

中国地质科学院国土资源部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桂林 541004)

　　首先, 作者感谢周绪纶先生等在“黄龙钙华是热

成因还是冷成因——高寒岩溶气源之一”一文中[1 ]对

我们的研究工作[2～ 6 ]的评价, 包括好的评价和非客观

的评价。

关于黄龙钙华成因的争论实质上是系统中CO 2

来源的争论。周绪纶先生等老一辈地质工作者认为黄

龙钙华源于高寒冷成因的CO 2 气源, 或称气候成因

论。而我们基于形成钙华泉水的水化学和碳同位素组

成、水中CO 2 气体的分压和碳稳定同位素, 以及钙华

的碳同位素组成等的分析认为, 黄龙钙华起源于深部

来源的CO 2, 即热成因CO 2
[2～ 6 ] , 或称内生成因CO 2

[7 ] ,

以区别于取决于气候的表生成因CO 2。

黄龙钙华冷热两种鲜明对立的成因论, 孰是孰

非, 这的确不仅是岩溶学中的理论问题, 开展研讨, 对

活跃我国岩溶地学的学术气氛, 推进我国西部地区岩

溶研究的水平是有好处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研讨

的成果可为我国众多的钙华景观的开发、保护、遏制

退化, 以及制定防治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也是地质科

技工作者为保护世界珍贵的自然遗产应做的实事[1 ]。

周教授等对我们的钙华热成因论提出了五点主

要的质疑[1 ]: (1) 从气体组分上质疑黄龙后寺岩溶泉

水中的CO 2 来源于地幔层; (2) 从泉口及其周边的地

质特征上质疑CO 2 来源于地幔层; (3) 从泉水气体动

态特征质疑CO 2 来源于地幔层; (4) 从碳稳定同位素

资料质疑CO 2 来源于地慢层; (5) 从黄龙后寺的地质

结构和区域地质背景没有形成地幔碳酸气孔的条件

质疑CO 2 来源于地幔层。以下分别对这五点质疑提出

我们的看法, 以供大家讨论。

1　关于黄龙后寺岩溶泉水的CO 2 来源于地幔的问题

关于黄龙后寺岩溶泉水中的CO 2 是否来源于地

幔,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 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是CO 2 气

体的碳稳定同位素值 (∆13C= - 6. 8‰) 与地幔成因的

CO 2 很接近, 而与土壤CO 2 (- 25‰) 明显不同, 初步

计算获得约77% 的CO 2 来自地幔, 23% 是壳源变质成

因的。至于地幔CO 2 源中标志性成分3H eö4H e, 据最

新的取样分析结果为6. 31×10- 7 (或0. 45R a) 3 , 虽然

低于典型的幔源特征值[8 ] , 但幔源的成分仍不能排

除。据Yokoyam a 等 (1999) [9 ]在公认为有幔源释放的

西藏羊八井等热泉的研究, 其低的3H eö4H e 比值

(0. 12～ 0. 22R a) 可能是壳源 (3H eö4H e= 0. 02) 稀释

的结果。同时黄龙泉水3H eö4H e= 0. 45R a 这一数据,

及其4H eö20N e= 0. 473 > 大气的0. 32, 也排除了纯大

气来源 (1R a) , 且证明有壳源的混合, 这也证明我们

原来的幔源和壳源混合计算是适当的。至于原计算中

排除大气成分, 是因为大气CO 2 分压 (300ppm v) 和土

壤CO 2 分压 (7 500ppm v) [1 ]分别只占泉水CO 2 气体分

压 (230 000ppm v) [2 ]的0. 1% 和3% , 因而忽略不计。此

外, 有意思的是, 公认为有幔源释放的西藏羊八井泉

水[9 ]有与黄龙泉水相似的碳稳定同位素组成。作者认

为, 较高的CO 2 气体∆13C 是下伏海相沉积碳酸盐混入

的结果[9 ] , 与我们的解释不谋而合。

至于周绪纶先生从我们的CO 2 来源百分比的计

算得出“黄龙后寺的岩溶泉气体的成分百分之百是

CO 2, 没有其它组分”的结论[1 ]是一种误导, 因为我们

关注的是与岩溶作用直接相关的CO 2, 根本没有涉及

到其它气体成分。但这并非否定有其它气体成分的存

在, 这完全是两回事。的确, 泉水中的其它气体组分是

Ξ 氦和氖同位素数据由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沈立成博士提供, 特此致谢。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判别气体成因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中包括前述的氦和

氖气, 只是当时条件所限没能分析。所以不存在周先

生质疑的疏忽和有意回避的问题[1 ]。毫无疑问, 我们

也同周先生一样认为黄龙后寺的岩溶泉是接受大气

降水补给的, 因而含有空气和土壤中的CO 2, 只是如

前所述, 含量太低被忽略不计了[2 ]。

要特别指出的是, 周先生等用翡翠泉和珍珠泉的

气体成分分析结果与转花池泉比, 虽然三者都属黄龙

风景名胜区, 但它们分属不同的流域, 其所在地区的

气候、水文、地质和生物条件等都有差别, 所以很难对

比, 更没有所谓“更有代表性”[1 ]问题。

2　关于泉口及其周边的地质特征问题

的确, 如周先生所说, 泉口及其周边的地质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现深部水文地质现象的窗口, 但也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两者之间并非是必然的关系,

它取决于各研究区特定的地质、水文地质和覆被条

件, 后者可能掩盖泉口及其周边的地质特征。所以“黄

龙后寺转花池等泉群出露的表迹与典型地幔型的碳

酸泉不同”[1 ] , 虽然不支持黄龙后寺泉群为典型的地

幔型CO 2 泉群, 但也未否定泉群CO 2 有幔源的成分。

谈到水温问题, 黄龙源泉高处 3 500 m 以上, 年均气

温在1℃左右, 加上其补给区最大高程达到4 000m 以

上, 终年积雪, 因此, 6℃以上的泉水温度也可被认为

是地热异常的显示了。

3　关于泉水气体动态变化特征问题

我们也认为由地幔来源的挥发分气体包括CO 2

气体, 它喷出的容积多少、时间长短 (连续的或间歇性

的)是不受大气层的气温变化制控的。这是深部岩溶

系统与表生岩溶系统的一个重要差别, 后者受气温控

制, 具有明显的日动态、季节动态[10 ]。至于周先生发

现“黄龙风景名胜区的岩溶泉有着共同的动态变化规

律, 即夏季泉水流量变大, 气温升高, 泉水游离CO 2 增

多, 冬季流量变小, 气温降低, 游离CO 2 减少, 水温则

全年变化微小”[1 ] , 最近两年我们的观测也注意到了。

但我们认为黄龙岩溶泉CO 2 含量动态变化主要由降

雨量控制, 而非气温变化控制, 实际上, 从周先生提供

的“翡翠矿泉流量、CO 2、水温动态与降雨量、气温关

系”图1 上[1 ] , 我们也能看到, 泉水CO 2 动态变化与降

雨量的相关性似乎更高, 即降雨量越大, 泉水CO 2 含

量越高, 反之, 降雨量越小, 泉水CO 2 含量越低, 这可

借用我们在研究表层岩溶系统中发现的雨后CO 2 效

应[10 ]来进行解释。只是需要强调的是在黄龙, 系统中

的CO 2 主要来自深部而非气候和生物控制的土壤

CO 2, 降水期间系统排向大气的CO 2 减少而溶解在水

中更多, 而在非降水时向大气排放CO 2 增加, 水中

CO 2 减少, 因而呈现出泉水CO 2 和降雨量的相关关

系。因此黄龙后寺转花池等岩溶泉具有的CO 2 年变化

规律动态恰好说明存在深部CO 2 的释放。虽然深部

CO 2 的总释放可能不存在年变化, 但降雨的存在使得

其向泉水和向大气释放的两个CO 2 分量发生了变化。

图 1　翡翠矿泉流量、CO 2、水温动态与降雨量、气温关系 [1 ]

4　关于碳稳定同位素资料问题

首先, 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关于黄龙钙华起源的

CO 2 热成因说, 除了碳稳定同位素的证据, 还包括泉

水的温度异常证据和高CO 2 分压证据, 目前又有了如

前所述的氦和氖同位素证据3 。至于黄龙岩溶泉CO 2

来源的类型, 也即我们根据同位素质量守恒计算式的

立项, 是基于前面提到的大气和土壤CO 2 分压仅为泉

水CO 2 分压的0. 1% 和 3% , 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大气

和土壤不太可能作为泉水CO 2 的源, 所以只能从深部

寻找证据, 正好泉水CO 2 气体碳同位素和泉水温度异

常的特征支持了这一想法。而且从已往地质工作我们

发现这也基本符合黄龙岩溶泉出露的水文地质条件

和区域地质背景。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立项是站得住

脚的, 也经得起大家的检验。

　　3 氦和氖同位素数据由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沈立成博士提供,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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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还质疑我们碳稳定同位素的测试值是人

为操作的, 并从取样的方法、测试的精度、测试者的水

平、对死碳的修正等等对测试值进行怀疑[1 ]。要说明

的是, 我们的工作是中德、中澳和中日国际合作的研

究成果, 无论从取样方法、测试精度、测试者的水平都

是经得起国际检验和认可的。至于对死碳的修正, 本

研究课题根本不涉及这一问题, 只是在钙华的碳- 14

测年时才涉及。总之, 我们在“地热CO 2”一文[5 ]中采

用的海相灰岩稳定同位素值∆13C= + 2. 7‰, 泉水CO 2

气体碳稳定同位素值∆13CCO 2= - 6. 8‰是实际测定的

样品值, 是真实可靠的。至于周先生用不在同一流域

的翡翠泉和珍珠泉的∆13CCO 2值来进行质疑是不合适

的。

5　关于黄龙后寺的地质结构和区域地质背景问题

老实说, 我们的工作是基于前人在黄龙完成的地

质工作成果, 我们未曾专门进行过地质测绘。至于周

先生说“从地质结构和区域地质背景分析, 黄龙沟不

具备产生地幔型CO 2 气源的地质条件”[1 ] , 这里不便

作太多的讨论。我们只是觉得, 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大

多是根据物探资料推断的, 而物探资料的解释本身就

具有多解性。因此, 要解决黄龙沟是否具备产生地幔

型CO 2 气源的地质条件, 还有待于在本研究区的专门

深入工作。

综上所述, 我们仍然坚持黄龙钙华起源的CO 2 是

热成因的观点, 而且我们认为, 冷成因或气候成因观

无法解释黄龙沟所具有的高CO 2 分压和碳、氦和氖同

位素特征。

参考文献
[ 1 ]　周绪纶, 魏良帅, 安德军. 黄龙钙华是热成因还是冷成因——高

寒岩溶气源之一[C ]öö全国第十四届洞穴学术会议论文集. 北

京: 地质出版社, 2008.

[ 2 ]　刘再华, 袁道先,W. D reybrodt, U. Svensson. 四川黄龙钙华

的形成[J ]. 中国岩溶, 1993, 12: 185- 191.

[ 3 ]　刘再华, 袁道先, 何师意. 不同岩溶动力系统的碳稳定同位素和

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意义——以我国几个典型岩溶地区为例[J ].

地质学报, 1997, 71: 281- 288.

[4 ]　刘再华. 流动CO 2- H 2O 系统中方解石溶解、沉积的速率控制机

理[J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5 ]　刘再华, 袁道先, 何师意, 等. 地热CO 2- 水- 碳酸盐岩系统的地

球化学特征及其 CO 2 来源. 中国科学 (D 辑) , 2000, 30: 209-

214.

[ 6 ]　刘再华, 袁道先, 何师意, 等. 四川黄龙沟景区钙华的起源和形

成机理研究[J ]. 地球化学, 2003, 32: 1- 10.

[ 7 ]　L IU ZA IHUA M E IL IAN G, L I Q IAN G, YOU SH EN GY I. H y2

drochem ical and iso tope characterist ics of sp ring w ater and

travertine in the Baishu itai area (SW Ch ina) and their m ean ing

fo r paleoenvironm ental reconstruction [J ]. Environm ental Geo l2

ogy, 2003, 44: 698- 704.

[ 8 ]　上官志冠, 白春华, 孙明良. 腾冲热海地区现代幔源岩浆气体释

放特征[J ]. 中国科学 (D 辑) , 2000, 30: 407- 414.

[ 9 ]　YO KO YAM A T , NA KA I S, WA K ITA H. H elium and carbon

iso top ic compo sit ions of ho t sp ring gases in the T ibetan P lateau

[J ]. Journal of V o lcano logy and Geo therm al Research, 1999,

88: 99- 107.

[ 10 ]　L IU ZA IHUA , L I Q IAN G, SUN HA ILON G, WAN G J IN 2

L IAN G. Seasonal, d iu rnal and sto rm 2scale hydrochem ical

variations of typ ical ep ikarst sp rings in sub trop ical karst areas

of SW Ch ina: so il CO 2 and dilu tion effects[J ]. Journal of H y2

dro logy, 2007, 337: 207- 223.

093　　　　　　　　　　　　　　　　　　　　　　　　　　　中国岩溶　　　　　　　　　　　　　　　　　　　　　　　　　　200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