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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KarstHyporheicZone(笔者将之译为“岩溶交互带”)是近三年来新出现的

一个岩溶术语,我国尚未开展“岩溶交互带”的研究工作,它主要是指岩溶地下水

与周边岩溶基质(含沉积物、基岩)水之间物质能量活跃交替的地带。本文从“岩
溶交互带”的概念来源、含义、最新的研究进展和监测技术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总

结,并就现存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提出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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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1年3月 美 国 新 墨 西 哥 州 水 资 源 研 究 所

(NewMexicoWaterResourcesResearchInstitute)
资助了一个为期1年的短期研究项目“Computation-
alFluidDynamicsModelingofKarstConduit-Ma-
trix Exchanges with Relevancein Contaminant
Transport,andChemicalReactions”(与污染物运移

和化学反应相关的岩溶管道-基质交互作用的计算

流体力学模拟)(经费$30,000),项目负责人为美国

著名水文学家,新墨西哥州矿业和理工学院JohnL.
Wilson教授[1]。其研究结果发现岩溶管道水同其内

部的沉积物和周边管道基岩(统称为基质)之间在各

种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上存在明显的交互流(Hypo-
rheicflow),交互流的循环和滞留时间受到管道-基

质间水压力梯度的明显控制并显著地影响了岩溶水

的生物地球化学作用[1]。他借用地表水文学和水文

生态学中的HyporheicZone概念,提出了KarstHy-
porheicZone这一术语。2012年3月,Wilson教授

以“KarstConduitHyporheicZoneExchange”为题

的研究项目也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和美

国环境保护署(EPA)的联合资助[2]。2013年1月在

美国岩溶水研究所(KarstWatersInstitute)和美国

国立洞穴与岩溶研究所(NationalCaveandKarst
ResearchInstitute)联合举办的“CarbonandBound-
ariesinkarst”(岩溶作用中碳和界面问题)学术会议

上作为仅有的两个大会报告,Wilson教授以“Karst
conduit-matrixexchangeandthekarsthyporheic
zone”为题报道了 KarstHyporheicZone的研究进

展[3-4]。本文根据已公开发表的资料论述了 Karst
HyporheicZone的基本含义及对岩溶研究的意义,
以期能够促进对岩溶发育过程的理解。

1 HyporheicZone(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
的含义

正如 Wilson教授所指出[2-4]:KarstHyporheic
Zone是借用了地表水文学和水文生态学中的 Hypo-
rheicZone(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国内又译潜流

带,潜流交互带)的概念。在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

下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的科学含义。

Hyporheic(Hyporheische)这一术语最早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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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hidan的德语论文[5],该文将这一界面描述为包

含有独特的生物区系的地下水新生境。虽然这一术

语提出较早,但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和研究还是最近

20年的事。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最普遍的定义

是:它是位于地表水流之下并延伸至河岸带和两侧的

水分饱和的区域(包括沉积物、基岩等),地下水和地

表水在此交混[6-7]。它也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作

用的界面,占据着在地表水、河道之下的可渗透的沉

积缓冲带、侧向的河岸带和地下水之间的中心位

置[6-7]。在活跃的河道之下及大多数溪流或河流的

河岸带内都可以发现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图1)。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把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定

义为地表水和地下水双向迁移和混合的区域[8]。同

时含 有 河 水 和 地 下 水 并 形 成 交 互 流(Hyporheic
flow)是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
包含有一部分主河道的河水或河道水下渗后化学成

分发生部分改变的水,也包含有周边含水层汇入的地

下水,但在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以下地下含水层不

受地表水影响。同时,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也是交

互带生物(Hyporheos)(主要为无脊椎动物和微生

物)存在的区域[10]。Triska等[11]将含有10% 地表

水作为确定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水组成的阈值,提
出了对这一界面环境的经验性判断,认为地表水含量

大于10% 但小于98% 为相互作用的地表水-地下

水交互带。Vervier等[12],Brunke等[13]和Boulton[8]

则更强调了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的生态交错带性

质,它是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活跃的生态交错区,具
有积极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进行着活跃的水文学、
地球化学、生态学作用,可以明显的改变地表水、地下

水的地球化学、生态学等性质。按照上述观点,Dahm
等[6]总结了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的基本特征:(1)
集成了地下水(通过多孔介质流动)和地表水(自由流

动)的基本特征,并形成交互流;(2)存在一些相关的

梯度效应,如温度,氧化还原电位,pH 值,有机质含

量,微生物数量和活性,营养盐和光的可利用性等;
(3)固 相(沉 积 物、周 边 基 质),液 相(水 体),气 相

(CH4,CO2,O2等)和生物相(微生物群落,无脊椎动

物)等多相相互并存的空间[7];(4)它的边界常随着交

互流的强度、量、方向和滞留时间而处于波动状态,这
一波动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水文学、生态学、地球化学

等性质。

图1 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9]

Fig.1 Thehyporheiczone[9]

  地表水-地下水交互带中重要的物质能量迁移

动力是交互流(Hyporheicflow)。它是受到梯度效

应影响的水体、溶质、颗粒物、胶体以及微生物等在地

表水、地下水之间的交互[6,8,14]。按照产生的机理可

以分为紊流引起的紊流交互、压力梯度引起的对流交

互、冲淤引起的冲淤交互和扩散引起的扩散交互[15]。
交互流按过程又分为下行流(downwellingflow)和
上行流(upwellingflow)[6,8,14]。下行流携带着各种

物质(营养盐、有机物、有毒物质、胶体等)以及微小无

脊椎动物、微生物进入交互带。当下行流渗透经过基

质时,交互带起着生物过滤器、反应器的作用,依赖于

交互带的营养盐和溶解碳的供应、孔隙度、氧化还原

电位等反应条件,完成着一系列的生物化学交换,最
终又通过上行流进入地表水体,改变地表水体的地球

化学性质[8,16]。这对于河流生态恢复、污染治理、地
球化学变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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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arstHyporheicZone的含义及科学意义

由于目前国内对 KarstHyporheicZone尚无相

应的中文术语,因此本文暂且翻译为“岩溶交互带”,
准确与否留待进一步的研究确证。

由于KarstHyporheicZone这一概念借用于地

表水文学和水文生态学中的 HyporheicZone的概

念,因此对其的初步定义是:岩溶地下水与周边岩溶

基质(含沉积物、基岩)水之间物质能量活跃交替的地

带[1-4],它在岩溶管道形成、发育过程,岩溶环境中生

物地球化学作用过程,微尺度岩溶水循环过程,污染

质迁移、吸附、转换,微生物作用,地下生态系统演化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4](图2)。在岩溶地下水

与周边岩溶基质(含沉积物、基岩)水之间存在交互流

(Hyporheicflow)是 “岩溶交互带”的重要特征(图

2)。岩溶含水层中“岩溶交互带”变化的空间尺度可

从微米到数十米的范围,它受到梯度效应、岩溶形态

的共同影响[17-18]。“岩溶交互带”是液相(交互流),
气相(溶解性气体),固相(碳酸盐岩)和生物相(微生

物)多相共存的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反应空间,是岩溶

含水层中溶质、污染质、微生物、水文过程交互活跃的

区域。“岩溶交互带”内部的水文循环过程,(生物)地
球化学作用显著地改变着岩溶水体的性质,明显地影

响岩溶发育过程和方向。

图2 “岩溶交互带”[4](A.枯水期,B.平水期,C.洪水期)

Fig.2 KarstHyporheicZone[4](A.dryseason,B.normallevelseason,C.floodseason)

  Wilson教授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针对的是饱水

带岩溶管道水与周围基质的交互作用[4]。他的研究

团队选择美国佛罗里达州 Wakulla-Leson洞穴系统

进行研究。该洞穴系统为发育在第三系孔隙性灰岩

中的饱水带洞穴,目前饱水洞道潜水探测长度为19
km,距地面90m深,为佛罗里达州已知的最长的饱

水洞穴。通过潜水调查及采样,获得该洞穴沉积物和

不同部位基岩岩芯等样品,经实验室分析获得了基岩

孔隙度、岩溶率、沉积物物理性质等重要参数。研究

工作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含水层数值模拟,二是野外

观测研究[1,3-4]。根据预设的模型边界条件和获取的

含水层基本参数,耦合纳维叶-斯托克斯方程(N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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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tokesEquations)(针对管道水流)和达西方程

(针对基质水流),建立了基于COMSOL耦合场模型

(一种有限元流体力学模拟程序)的含水层洪水脉冲

模型和岩溶交互流运动模型。含水层洪水脉冲模型

从横向上(二维横截面)显示了从管道到周围基质交

互流运动过程。岩溶交互流运动模型从纵向上(二维

纵向剖面)显示了从管道到周围基质受岩溶形态影响

的交互流运动过程[1,3-4]。在数值模拟的前提下,选
择 Wakulla-Leson洞穴系统中一段上部有天锅(Cu-
pola,Ceilingpocket)下部有贝窝(Scallop)形态的区

域,采用小钻孔取样,与此同时还应用示踪实验等方

法进行野外观测研究[1,3-4]。通过数值模拟和野外监

测相结合,Wilson教授团队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发

现[4,17-20]:
(1)“岩溶交互带”中交互流在各种岩溶水文条件

下始终存在[4,17-20]。无论在枯水期(图2A),平水期

(图2B)和洪水期(图2C),周围岩溶基质水都通过

“岩溶交互带”与管道水发生交互作用。管道水流速

快,基质水流速慢,管道水的流速从水流中心向周围

基质降低,在交互带形成滞留层,与周围基质发生(生
物)地球化学、水文学的相互作用。在枯水期(图

2A),由于管道水与基质水的运动速度差异,形成周

围基质水(孔隙水、裂隙水、沉积物水等)向管道水补

给的负向压力梯度,交互流中基质水比例较高,导致

溶解氧降低,Ca2+、HCO-
3 等离子浓度升高[19-20,23]。

在平水期(图2B),交互流中离子浓度主要取决于管

道水与基质水的离子浓度梯度效应[19]。在洪水期

(图2C),管道水为含水层主要排泄途径,流速较基质

水快,形成管道水向基质水的正向压力梯度[3-4,19],
导致交互流中溶解氧升高,Ca2+、HCO-

3 等离子浓度

受稀释效应影响而降低。
(2)岩溶形态显著地影响了“岩溶交互带”的时空

尺度及交互流过程[19-20]。岩溶管道中的贝窝(Scal-
lop)、天锅(Cupola,Ceilingpocket)等形态造成了管

道水流动中的涡动,改变了区域的梯度效应和交互流

状态(图3)。如在管道流中部(流速最快部位),天锅

和贝窝与管道流的接触部位涡动强,“岩溶交互带”交
互流的相对流速也较快(图3A),向两侧流速逐渐降

低。由于中部压力梯度大,“岩溶交互带”发育较深,
向两侧逐渐降低(图3A)。由于顶部天锅形态产生的

涡动强,导致顶部“岩溶交互带”发育深度较底部贝窝

处深。受岩溶形态、“岩溶交互带”深度和梯度效应的

影响,“岩溶交互带”越往内部,交互流滞留时间越长

(图3B),交互流的相对年龄越大(图3B,图3C)。相

对于贝窝来讲,天锅处的水流涡动强,“岩溶交互带”
深度发育深,因此其交互流的滞留时间,返回管道流

的时间均较贝窝处长(图3B,图3C)。

图3 岩溶管道上部、下部岩溶形态对交互流影响的模拟横剖面图(模拟范围2m宽×2.5m高)[19-20]

Fig.3 Thissimulationdepictsacross-sectionofflowinakarstconduitandinducedhyporheicflowinthesurroundingrock

matrixthatislocatedbothaboveandbelowtheconduit(simulationcontext2mwide×2.5mhigh)[19-20]

A.管道、基质中的相对流速(红色表示流速快,蓝色表示流速慢);B.“岩溶交互带”中交互流的相对滞留时间(红色表示老,

蓝色表示年轻);C.从顶部和底部交互流返回交互流基准面(管道-基质界面)的相对滞留时间的空间变化模式

注:管道上部存在天锅形态,下部存在贝窝形态。

  (3)“岩溶交互带”中交互流作用,改变了水体的

地球化学性质和状态。“岩溶交互带”中的水、岩、气
作用,微生物作用及相对还原环境,能够明显的改变

水体溶质的价态、性质,进而改变岩溶水水质[19-20]。

Mills[21-22]对“岩溶交互带”中交互流SO2-4 浓度进行

了研究,发现 “岩溶交互带”中水体SO2-4 浓度(11
mg/L)只是管道水(22mg/L)中的1/2,这主要是由

于在“岩溶交互带”中存在一种丝状硫氧化菌,它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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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互流通过时氧化水体中的还原性硫物质。Her-
man[23]通过野外和实验室模拟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由

于硫氧化菌的介入,交互流为管道水贡献的Ca2+ 最

大可高达230mg/L,这主要是由于硫氧化菌介入释

放了H+,增加了方解石的溶蚀造成的。对一些有毒

有害元素,由于氧化还原条件的改变,交互流能够改

变它们的价态,进而改变其化学性质。交互流作用改

变了污染物在岩溶含水层中的物质交换、吸附和迁移

过程,这对污染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另外,一些溶解

态金属元素由于氧化还原条件改变,交互流还能形成

有用的矿物沉积[18-19]。
(4)“岩溶交互带”及交互流既受控于已有岩溶形

态,又对岩溶形态进行着改造。由于“岩溶交互带”和
交互流的存在,岩溶发育及洞穴形成过程可能“由内

及外”,即从基质体内部发生岩溶作用,而后逐渐向外

发育,最后改变(形成)各种岩溶形态[19]。
(5)在对包气带洞穴(半充水洞穴,无水洞穴)的

初步研究中也发现存在“岩溶交互带”,并进一步发现

由于空气压力、水压力的变化,在“岩溶交互带”中存

在空气交互流、水汽混合交互流[4,19]等特征。
由于饱水带中“岩溶交互带”的特殊性,其取样和

监测工作较为困难。在 Wilson教授团队的野外实际

工作中,“岩溶交互带”中的交互流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两种方式[17,20],一是对于潜水带岩溶管道,通过潜水

员在基质上进行钻孔,收集岩芯样品;然后在钻孔上

安装自制的多级采样装置密封收集水样(图4),进行

实验室分析,这主要是针对基质的矿物学性质,孔隙

性,渗透性和交互流的(生物)地球化学性质、变化进

行研究;另外一种方式是从微钻孔中注入稳定示踪剂

研究基流期、洪水期管道-基质之间交互流的循环过

程、滞留时间。这主要是针对交互流的水文学性质进

行研究。
在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Wilson教授目前在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和美国环境保护署(EPA)
资助下的研究工作主要关注了以下3个重要科学问

题[4]:(1)“岩溶交互带”时空尺度,交互模式,控制机

制,影响因素;(2)什么样的指标能指示过去交互流对

于基质的次生孔隙/渗透性的发育、矿物学性质改变

和蚀变矿物形成的过程;(3)岩溶交互流如何促进污

染质的吸附和运移[17]。对于这3个科学问题的解

决,“岩溶交互带”的科学意义将得到更深一步的阐

释,这对岩溶动力学理论、岩溶发育机理、岩溶区生态

环境保护、污染水体治理等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

启示意义。

图4 “岩溶交互带”中交互流采样装置[17,20,22](左图为潜水员在基质上钻孔,右图为多级采样器剖面图)

Fig.4 Samplerofhyporheicflow[17,20,22]

(left:adivercoringintothematrixadjacenttoaconduit;right:cross-sectionofmultilevelsamplerinmatrix)

3 问题和展望

“岩溶交互带”概念的提出及开展研究工作不过

是近3年的事情,从其得到一系列的研究基金的资助

来看,其重要的科学含义已经受到了美国岩溶学界的

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可,但由于研究方法和技术的限

制,目前的研究工作也仅限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地区,
在今后大规模、大范围的开展研究工作十分必要。从

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以下几个问题可能是今后的研

究重点:
(1)“岩溶交互带”的野外观测方法研究。由于

“岩溶交互带”的特殊性,发展微钻孔技术、微采样技

术、微钻孔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以及原位高分辨自动监

测技术是今后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将“岩溶交互带”
的研究工作从目前的潜水带岩溶管道,推广到包气带

岩溶管道的必然要求。潜水带岩溶管道取样较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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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但通过联合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如潜水员、洞穴探

测人员)等还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我国广泛分布的地

下河系统,其常年水位多处于“岩溶交互带”中,开展

取样和监测相对容易。由于“岩溶交互带”的特殊压

力、水温条件,形成独特生态环境(微生物适宜环境)
和地球化学背景,一些微生物、地球化学指标敏感的

响应着外界环境的变化,发展和实施微孔水化学原位

监测技术是揭示“岩溶交互带”形成、发育过程及对环

境响应的必然要求。
(2)“岩溶交互带”边界的确定。目前发表的资料

主要是根据流体力学模拟(CFD)程序划分的,在野外

如何定量“岩溶交互带”的位置和范围还没有研究,这
也主要依赖于前述监测技术的发展。

(3)“岩溶交互带”的水文过程研究。研究交互流

的水文循环过程,确定“岩溶交互带”中交互流的量及

空间分布是研究“岩溶交互带”地球化学过程、生态过

程的基础。
(4)“岩溶交互带”的生态学研究。包括微生物的

种类、群落结构,群落结构的时空格局及与水文、生物

和物理因子的关系,和它们对交互流、岩溶水地球化

学性质的影响和响应,以及群落中的关键种和功能

群。
(5)“岩溶交互带”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主要

包括管道水、基质水水文、水化学动态变化,水质变化

对交互流、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及它们的响应机制。
(6)“岩溶交互带”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

主要包括“岩溶交互带”内的水、岩、气、生相互作用过

程,污染质的迁移、分布和氧化还原过程等方面,这对

于岩溶水水质演化、污染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7)“岩溶交互带”对于岩溶发育过程的影响。

“岩溶交互带”中的地球化学、微生物作用从微观上改

变着岩溶发育的方向及强度,对于岩溶形态的塑造,
岩溶水化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开展交互流、微
生物对于方解石溶蚀、沉积和物质迁移的作用机制研

究是深入揭示岩溶发育过程的必然要求。
“岩溶交互带”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初步成果目

前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地区,该地区主要为

第三系以来的孔隙度较大(一般在16%左右)的碳酸

盐岩,通过在饱水的岩溶管道壁打小钻孔易采集到水

样,也容易进行示踪试验,这是该区域进行“岩溶交互

带”研究工作的优势。通过与我国对比来看,我国的

岩溶大多发育在三叠系以前古老坚硬的碳酸盐岩上,
孔隙度低(一般在2%左右),同佛罗里达州地区有完

全不同的岩溶地质背景,因此在我国的岩溶含水层中

“岩溶交互带”的发育过程及机理如何,“岩溶交互带”

的空间尺度如何,“岩溶交互带”如何影响物质迁移

等,还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条件开展研究工作。如在

2012年初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中,需要进一步思

考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地表河对两侧岩溶含水层的

影响(地表河两侧的“岩溶交互带”)和地表水倒灌进

入地下河后(如拉浪地下河)污染质在地下河主管道、
次一级管道、裂隙、沉积物中的迁移、吸附过程,以及

“岩溶交互带”对其的影响等研究工作。
我国目前尚未开展“岩溶交互带”的研究工作,这

和我国作为一个岩溶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符。我国的

岩溶环境目前正面临高速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巨

大威胁,部分岩溶水体遭受到污染,岩溶环境遭受破

坏,石漠化未得到有效根治,为确保岩溶环境系统的

可持续健康发展和岩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深入开展

“岩溶交互带”的研究对于我们解决目前在岩溶水污

染治理、岩溶生态恢复工作中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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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stHyporheicZoneandthescientificprogress

PUJun-bing,YUANDao-xian
(1.InstituteofKarstGeology/KeyLaboratoryofKarstDynamics,CAGS,Guilin,Guangxi541004,China;

2.InternationalResearchCenteronKarstundertheAuspicesofUNESCO,Guilin,Guangxi541004,China)

Abstract:KarstHyporheicZoneisanewterminologyputforwardintherecent3years.KarstHyporheic
Zoneisanactivezoneofmaterialandenergyexchangeinkarstflowbetweenkarstconduitandmatrix.It
playsanimportantroleinconduit-matrixfluidexchange,biogeochemicalprocessing,karstdevelopment,mi-
cro-scalewatercycle,microbialprocessing,contaminantsequestrationandtransformation.Thisarticlere-
viewsthedevelopmentofKarstHyporheicZone,scientificimplicationsandresearchadvancementaswellas
monitoringtechnology.SomeideasforfurtherstudiesonKarstHyporheicZonearealsoproposed.
Keywords:KarstHyporheicZone;karstterminology;scientific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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