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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地区近 ７０ 年来伴随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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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系统分析了石家庄地区 ７０ 年来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水资源开发历史，结合水文资料探
讨了人类活动对区域水文环境变迁的影响。并通过对地下水采样，结合室内水化学和氚同位素测
定，确认区域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是通过河道得到线状的垂向补给，
和上游含水层的侧向补给两种
天然途径。城市及工农业发展改变了区域水循环系统的补排结构。河流断流减少了地下水的垂向补
给，造成地下水的补给源从原来的天然垂向补给和上游的侧向补给，
变为单一的侧向补给。另一方
面，
大量开采地下水已成为区域地下水排泄的主要方式。其中用于农业灌溉的大部分以蒸发、
蒸腾
的形式耗散于大气，
无法回补。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
地下水化学类型转变及其空间分布显示了水
量和水质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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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深入，人类活动对水文环境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受到科学家的重
视。区域的水文循环和变化已成为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
许多重大的国际研究计划多与此有
关，如 ＧＣＴＥ（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
ＢＡＨＣ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等。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水文循环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成为水文学研究的一
个热点，
已有很多相关研究［１～６］。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活动在影响和改
变水文循环与水文环境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气候变化的影响。２００５ 年开始的全球水系统研
究项目（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ＷＳＰ）将水文循环中的人类因素和人与水文系统的相
互关系作为核心内容。城市扩展与工农业发展对区域水资源等进行人为的重新分配使用，
从
而使这些地区成为陆地表层水系统中最为敏感的区域之一。城市和工农业用水的发展不仅
是区域水资源研究的重点，
而且在全球水分循环与水资源评估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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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区域水循环的演变规律，分析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变化的时空分异特征、规
律以及对环境的影响，能为区域水循环结构改变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科学依
据。本文以石家庄市过去 ７０ 年的发展为例，探讨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水文环境变化
规律。

２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以石家庄市为主，包括正定和栾城县，位于 １１４．０°
～１１４．２５°
Ｅ，
３７．７５°
～３８．５０°
Ｎ
之间（图 １）。石家庄市在 ２０ 世纪初仅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人口从不足 ６００ 余人增加到
１９５０ 年的 ２８．７×１０４ 人，到 ２０ 世纪末（１９９９ 年）已增加到 １６０．９×１０４ 人［８］。１９５０ 年代之前人
口规模小，增长缓慢，５０ 年代之后随着
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
迅速。
区内多年气温 １３℃，为温带半干旱
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
４９３ｍｍ，最大 １ １８２．７ｍｍ，最小 ２２６．１ｍｍ。
多年平均可能蒸发量为 １ ９７２ｍｍ。由于
该区受到基岩地质构造控制，第四系沉
积物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厚，按沉积次
序及岩性共划分为滹沱河冲、洪积扇（图
图 １ 研究区域和水质，同位素样品采样地点分布
１ 区域 ａ）与北沙河洪积扇（图 １ 区域 ｂ）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两个区。
研究区地处太行山中段与河北平原的结合部，属于华北地块的太行山隆起与河北平原
凹陷的过渡带，是太行山山前滹沱河洪冲积平原的一部分，
由滹沱河的洪积、
冲积扇构成。市
域范围内地貌类型以平原为主，且呈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趋势，地势平坦，海拔在 １５０～４５ｍ
之间，
地面平均坡降为 １．５‰左右。滹沱河洪冲积扇区可分为 ４ 个含水层组。北沙河洪积扇区
位于研究区西南部，该洪积扇含水层组底板埋深 ４０～８０ｍ，含水层厚 ２２～２４ｍ。岩性以中粗砂
及砂砾石为主。

３ 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研究区过去 ７０ 年的水文地质资料、社会经济文献和城市地图等进行综合
整理，
并通过现场调查，对地下水采样，分析水质组成和氚同位素浓度，研究城市和农业发展
与水资源开发等人类活动对区域水资源系统和水循环结构的影响。
通过 ＧＩＳ 方法对 １９３４ 年至 ２００１ 年间 ５ 幅地图进行空间分析，得出石家庄市 ７０ 年来的
城市化过程，
研究结果已另文发表［８］，本文直接利用结果。城市用水、农业生产及灌溉情况的
资料来自石家庄市经济统计年鉴和石家庄志以及石家庄供水总公司。气象资料来自河北省
气象台站。
为了查清研究区域地下水水循环特征，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根据不同季节对地下水进
行了 ４ 次实地调查和采样。现场观测的项目包括地下水位、
水温、
电导率、
ｐＨ 值等。地下水的
氚同位素浓度则通过液体闪烁仪来分析。同时，通过用户访问了解实际地下水利用的情况。
此外，研究区的地下水位和水质的历史资料通过查阅有关文献来收集。并利用环境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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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当前水环境的污染状况及其变化，分析石家庄地区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对区域水文环境
的影响及其反馈作用，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４ 区域地下水位及其水质变化特征
４．１

城市化进程和水资源开发利用
图 ２ 显示了从 １９３４ 年到 ２００１ 年石家庄市市区面积扩展和地下水位埋深的变化状况。
根据肖捷颖等人的研究结果［８］，过去近 ７０ 多年来，石家庄市的城市化发展可以归纳为缓慢成
长期、
快速恢复期、
迂回增长期和高速增长期 ４ 个发展阶段［８］。在这 ４ 个阶段中水资源开发也
有其不同的特点。

图 ２ 石家庄市市区面积扩展和地下水位埋深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１）缓慢成长时期（１９３４—１９５０ 年）
石家庄市因其地理位置优越，
在京汉和正太铁路相继建成后，而发展成为华北物资运输
的集散地且日趋繁华，城市类型为小型商业城市和消费城市。城市用水主要为地表水和地下
水。到 １９５０ 年，
石家庄市的供水机井只有 ２ 眼，年供水量 ３９×１０４ｍ３，主要用于生活用水，
地下
［９］
水埋深在 ３～５ｍ 左右 。
（２）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时期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 年）
这一阶段石家庄市城市用地发展很快，新中国的建设初期，百业待兴，一些国家重点工
程项目相继落户石家庄，
如纺织联合企业、华北制药厂及热电厂。仅这 ５ 年内城市基本建设
就占用耕地约 ２ ０００ｈｍ２。这个时期是石家庄市城市用地的第一个高速扩展时期，
除了利用地
表水外，
地下水的埋深大约下降了 １ｍ 左右。这个时期滹沱河常年流水，
地表水资源丰厚，
地
４ ３
基本处于补排平衡。
下水开采量仍很小，地下水机井只有 ５ 眼，年供水量为 １７０×１０ ｍ ，
（３）迂回增长时期（１９５５—１９８１ 年）
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调整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尽管石家庄
市的城市用地扩展非常缓慢，但城市化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加快了地下水的开采，地下水位下
降速度为 ０．６５ｍ ／ａ。从水资源开发角度来看，
在这段时期内上游水库的建造，
以及华北平原防
洪排涝基本建设的完成，
形成了水资源人为调控的基本格局。１９６５ 年以前，
石家庄市的地下
水还处在天然状态，随着水利工程的建成，上游水库的拦蓄，河道流量的减少，而使地下水的
补给量逐渐减少，
同时随开采量的逐年增加，从 １９６５ 年开始出现地下水漏斗，地下水位逐年
下降。在 １９７３ 年出现封闭等水位线，面积为 １．０ｋｍ２，
地下漏斗中心水位埋深为 １５．７４ｍ。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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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１９７３ 年的机井达到 ４４ 眼，此后每年都有新的机井投入生产，并陆续有机井因地下水位
的下降而报废。到 １９８０ 年机井数达到 ７７ 眼，累计报废的机井有 ９ 眼。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工业用
，
占到总用水量的 ３２％，而生活用水达到总开采量的 ５５％。
水增长显著
（图 ３）

图 ３ 近 ５０ 年来石家庄市城市用水情况变化
Ｆｉｇ．３ Ｙｅａｒ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４）高速增长时期（１９８１—２００１ 年）
在这一时期，石家庄市城市化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趋势。除了旧城改造以外，更多
的是向外扩张，如 １９９５ 年石家庄城市建设占用耕地 １２６．６７ｈｍ２。这一时期流经石家庄的几条
河流陆续断流，
河道干涸，只在汛期过水。城市用水水源主要以地下水为主，到 １９９４ 年投产
的地下水井已猛增到 １６４ 眼，
地下水年开采量达到 １．８９×１０８ｍ３。地下水位下降迅速，
地下水漏
斗中心水位埋深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３１．３２ｍ 下降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４３．４７ｍ，年平均下降速度为 １．１ｍ／ａ。
随着浅层地下水资源量的锐减，１９９０ 年代后期，石家庄市建设引水入市工程，开始将黄壁庄
水库的蓄水用于生活用途，并开始开采深层地下水。２０００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市区总供水量
８ ３
达到 ３．９７×１０ ｍ ，其中地表水和深层地下水各占 １４．４％和 ３．１％。
４．２ 农业发展和水资源开发利用
农业生产和灌溉的发展是导致区域地下水位下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石家庄城市形
成发展之后，郊区为农田生态系统，种植冬小麦、玉米、大豆及棉花、蔬菜、梨果等经济作物。
作物生长主要依靠地下水灌溉。图 ４ 显示了栾城县建国以来全县平均粮食单产和机井数量
的变化关系。尽管粮食单产的增长受很多
因素的影响，如施肥、栽培技术等 ［１０］，但从
图 ４ 可以明显看出，全县尺度的粮食增产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机井数量的增加，即
耕地灌溉率的提高。
图 ５ 显示了栾城县地下水灌区和污
水灌区地下水位多年变化的对比。在以地
下水进行农业灌溉的地区，该区浅层地下
水位与多年的气候变化及灌溉密切相关。
图 ４ 栾城县建国以来粮食单产与机井数量的变化
地下水位年内变化特点是，
３—６ 月份，受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ｌ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Ｌｕａｎｃｈｅ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冬小麦各生育期阶段的灌水影响，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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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地下水灌溉区和污水灌溉区的地下水埋深变化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ｔ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ｅｗａｇ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得不到及时补给，水位持续下降，最低水位出现在 ５ 月底到 ６ 月初（图 ５）
。７ 月份进入雨季
后，
地下水开采量减少，
加上受太行山前侧向径流的补给，地下水位又开始缓慢回升，并持续
到来年的 １，
２ 月份，
年内水位达到峰值。尽管受冬灌的影响，
地下水位在 １１ 月份下旬会出现
暂时的下降，总的趋势仍是回升。由于长期以来地下水的开采大于补给，２ 月份的地下水位
峰值往往比上一年的要低，地下水位呈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大量抽取地下水已经成为区域
地下水排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大部分的灌溉用水以蒸发、蒸腾的形式消散于大气，无
法回补地下水，
从而造成区域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
此外，石家庄市的污水通过东明渠输送到污水灌溉区。污水灌溉农田主要分布在渠道两
侧 １～２ｋｍ 以内。和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相比较，１９９９ 年 ７ 月地下水位在地下水灌溉区和污灌区分别
下降了 ５ｍ 和 ０．５ｍ
（图 ５）。由此可见，
地下水灌溉区的地下水位变化特征显示地下水没有得
到充分的补给，
而污灌区的地下水位变化不大则表明地下水补排基本达到了平衡。就目前的
灌溉定额来说，和地下水灌溉区相比较，污水灌溉确实对地下水进行了有效的补给，并使灌
溉区的地下水基本处于补排平衡状态，但是也引起了地下水的污染。
４．３ 区域地下水质的变化
石家庄市的环境状况在 １９５０ 年代以前由于城市规模小，仅有少量的工业发展（多为纺
织、
运输、
煤炭等）
，
城镇用地比例小，
地下水的水质良好，
地下水矿化度小于 ０．５ｇ／ｌ，
北部、
西北
［１１］
部在 ０．３～０．４ｇ／ｌ 之间。根据张宗祜等 的工作，
１９５９ 年的资料显示地下水中的 ＴＤＳ 为 ３４０ｍｇ／
ｌ， ＮＯ－３ 为 ２．３５ｍｇ／ｌ， ｐＨ 值为 ７．６９， 此时的水化学
环境基本上可代表研究区域本底情况。
随着城市发展，
疏干性开采改变了地下水的
化学场分布，
加之城市经济活动的影响，促进了
地下水化学特征的变化。到 ２０００ 年，
地下水的矿
化度达到了 ０．５８ｇ／ｌ，
西北部也在 ０．７５ｇ／ｌ 左右。氯
离子浓度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图 ６）。石家庄市在
１９６０ 年代只有在东明渠两侧存在部分重碳酸氯
图 ６ 石家庄市地下水中氯离子含量的变化
化物型水，
而现在石家庄市南半部分基本上为重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碳酸氯化物型水，
分布面积较原来增加近一倍。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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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表明，石家庄市地下水质从 １９８８ 年到 １９９４ 年间所监测的污染物指标含量大
部分有上升趋势，尤其亚硝酸盐氮含量从 １９８８ 年的平均 ０．００３ｍｇ ／ｌ 上升到 １９９４ 年的
０．０２４ｍｇ ／ｌ，增长了 ８ 倍。只有总氰化物略有下降，从 １９８８ 年的平均 ０．００４ｍｇ ／ｌ 降到 １９９４ 年
的 ０．００２ｍｇ ／ｌ，水质状况不容乐观。

５ 区域水循环结构的变迁
区域的水文循环结构很大程度上受地质地貌和气候条件如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在半干
旱半湿润地区。然而，剧烈的人类活动正在以更大的强度改变着整个水资源系统和水循环的
结构。前述可知，
由于城市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水利工程的建设，研究区内的河川完全
断流，
平原区的地表水资源几乎枯竭，地下水资源也在超强度的开采下急速减少。另外，
河流
的干涸使得平原地区地下水失去了一个主要的补给源，
从而加速了水位的下降。下面将分述
几个主要水循环要素的变迁，从中讨论人类活动对区域水资源补排状态的影响。
５．１ 降水与蒸发
降水是受气候变动影响较大的一个因子，由于气候的自然振荡和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全
球增暖的影响，华北地区在 １９６５ 年前后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气候变化之后，年降水量连续减
少［１３］。分析石家庄市近 ３０ 年来的降水序列资料发现，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年年平均降水为 ４８１．２ｍｍ，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年为 ４６８．７ｍｍ，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 年降为
４０７．２ｍｍ，
呈现了逐渐减少的趋势（图 ７）
。尽管
许多研究都曾指出我国北方地区气候存在 ３０～
４０ 年的旱涝周期 ［１４～１６］，但是在近几十年来史无
前例的人类活动影响下，气候系统的内在节律
很有可能会被破坏，因此很难预测未来 １０～２０
年气候的变化趋势［１３］。
根据栾城的多年实际蒸（散）发实验分析，
研究区农田的实际年蒸发量约为 ８００ｍｍ，每年
图 ７ 研究区的多年降水量和水面蒸发量
超过 ３００ｍｍ 需要靠开采地下水来补充。而这
变化趋势（栾城）
一地区地下水的年灌溉回补量小于 １００ｍｍ ［１７］，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ｔｓ） ａｎｄ
长期的采补失衡造成了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水面蒸发是反映大气蒸发能力的一个综合指
标，受太阳辐射、
气温、
风速、相对湿度等因子的影响。在降水普遍下降的同时，
水面蒸发量也
［１８］
显示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图 ７）。徐富安等 曾分析了封丘地区 ５０ 年的气象记录，
认为水面蒸
发的下降与区域性的防护林网建设（消减风速）和大气尘埃及气溶胶的增加（到达地表的太
阳辐射减少）
关系密切。另外，美国能源部和中国气象局的合作研究也显示 １９５４—１９９８ 年间
华北地区的日照和云量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而最高和最低气温却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１９］。此
外，
灌溉面积和强度的增加导致近地层大气湿度增加对于水面蒸发的减少也有一定的贡献。
Ｙａｎｇ 等［２０］最近利用傅抱璞模型对全国不同气候区域的水面蒸发资料进行分析，获得了很有
意义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对人类活动引起的区域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水文循环系统的改变
和区域气候要素的耦合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５．２ 地表水
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相互联系是理解半干旱半湿润地区水资源补排状态的一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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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研究区的地表水主要是河流，
石家庄市市区内部无大的河流通过，滹沱河在市郊北部及
正定县流过，后汇入子牙河水系，属海河流域，但因上游黄壁庄水库的建成以及工农业生产、
生活用水需求的增加，
滹沱河中下游自 １９７０ 年代后期开始干涸，仅有少数年份在汛期过水。
此外，洨河源于获鹿，穿过栾城，是石家庄市的一条排污河，对区内地表水、地下水均有很大
程度的影响。
１９５６—１９８４ 年间石家庄市区、正定县和栾城县的年径流深均值分别为 ６４．５、
４１．４ 和
３２．３ｍｍ。而近年来，
由于降水的减少和地下水位的下降，
研究区的自产径流普遍减小，
只有城
市部分由于硬化地面的扩大而有所增加。Ｓｈｅｎ 等的分析表明，石家庄市的城市化引起的土
地利用 ／覆盖变化改变了城市范围的水量平衡，由于地面入渗能力的降低，地面产流效率提
高，
相对于 １９８７ 年，
２００１ 年的城市化地面增加 ２７．４％，在年降水量下降 ７．４％的情况下，产流
量由于土地利用的变化而增加 １７．９％［２２］。因此，
在集中降雨的情况下发生城市型洪水的风险
增大。另外，前文提到的城市排污成为研究区内仅有的地表径流，
而在污水灌溉的地区，
通过
灌溉入渗对地下水有一定的补给作用。
５．３ 地下水
在区域水循环系统的研究中，氚是利用最早、最广泛的同位素，
其半衰期为 １２．４３ 年。自
然产生的氚主要以 ＨＴＯ 形式在自然界循环，其浓度通常大约为 １０ＴＵ。受上世纪 ５０ 年代前
期到 ６０ 年代中期核试验的影响，降水中氚的浓度急剧增长，并在 １９６３ 年达到峰值，是氚天然
浓度的 １００～１ ０００ 倍。随着大气层中核实验的禁止，降水的氚浓度逐渐变小，到 ９０ 年代基本
恢复到了自然状态［２３］。
地下水的氚来源于大气降水或地表水的补给，其浓度变化与补给来源密切相关，在同一
地下水系统，氚浓度一般随水在含水层中的滞留时间而减少。据氚衰变的这一特点，可以计算
含水层中地下水的年龄［２３］。利用这一理论，可以判断地下水的补给来源、
地下水体与其他水体
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并掌握地下水运动速度、水循环过程和水文地质特征。
石家庄市的地下水资源主要赋存于东部山前平原，主要含水层分布在第四纪冲积洪积
层中，以滹沱河现代河床及滹沱河洪冲积扇的轴部为极富水区，主要补给方式有：①通过大
气降水入渗补给，滹沱河河槽地带入渗条件较好；②通过河渠渗漏补给，石津渠、东明渠等
大小干渠入渗补给；③通过农田灌溉回渗补给，农田多存在于城区地下漏斗的外围，市区西
北部依地势
（西北高东南地）
进行补给，而东南侧则存在反向补给的情况。
图 ８ 显示了石家庄附近滹沱河流域地下水氚同位素浓度变化。可以看出滹沱河两岸的
基本
地下水的氚同位素浓度在 １１～２８ＴＵ 之间变化，沿程没有明显的变化。从水的年龄来看，
在 ３０～４０ 年之间。由此可以看出两个事实：第一，
地下水的年龄相差不大，
说明滹沱河沿线的
地下水主要接受了垂向补给；
第二，地下水的年龄都在 ３０ 年以上，说明在过去 ３０ 年中，河水
补给地下水的方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也就是说，除了洪水季节以外，研究区域的地下水没
有得到河水的有效补给；成为地下水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 ９ 是石家庄附近北沙河流域地下水中氚同位素浓度从上游到下游的变化。北沙河是
山区小河流，
流向由西向东，到东经 １１４．３２°
后消失。而洨河在东经 １１４．４５°
～１１４．５°
之间从北
向南横穿北沙河流域。从图 ９ 可知，北沙河流域的地下水的氚同位素浓度有两个峰值。东经
１１４．４５°
～１１４．５°
之间的区域为污灌区，地下水得到垂向的补给。和仅仅利用地下水进行灌溉
的区域相比较，地下水的氚同位素浓度峰值说明过去 ２０～４０ 年的污灌在区域地下水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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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滹沱河两岸地下水中氚同位素浓度的沿程变化
（图 １ 区域 ａ）
Ｆｉｇ． ８ Ｔｒｉｔｉｕ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Ｈｕｔｕｏ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ａ ｉｎ Ｆｉｇ． １）

图 ９ 北沙河流域氚同位素浓度变化
（图 １ 区域 ｂ）
Ｆｉｇ． ９ Ｔｒｉｔｉｕ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ｂ ｉｎ Ｆｉｇ． １）

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和 Ｔａｎｇ 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１２］。如果将污灌区去掉的话，
从整体
来说，
北沙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地下水的氚同位素浓度逐渐减少，尤其在 １１４．５°
以后的下游
地区，
氚同位素浓度迅速下降。由此可以推测， 北沙河流域的地下水除了上游地区以外，
主要
接受侧向补给，垂向补给较少。由于补给方式不一样，
补给量和补给时间也各有不同。在研究
区域中，得到垂向补给的水的年龄往往比侧向补给的新。经推算，北沙河流域上游地区地下
水的平均滞留时间大约为 ５０ 年左右0 而远离太行山的滹沱河沿河区域地下水的年龄也大约
在 ３０～４０ 年左右。
由此而知，半干旱半湿润区冲积扇的河流是地下水的重要补给源。重碳酸、硫酸钙（钙
镁）型水沿滹沱河，石津灌渠呈带状分布，也充分说明了地表水对区域水资源补给的天然特
征。在自然条件下，
冲积扇的规模、河流的大小、流向、
流量及其气候带的影响，
都决定了流域
水循环结构，尤其是地下水补给的特点。
另一方面，
自然条件下地下水排泄主要由含水层的地下水力坡度来决定。平原的地下水
力坡度一般较小，
地下水的流动也比较缓慢。１９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区域水资源人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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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的形成和经济发展，大量抽取地下水已经成为区域地下水排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
此，区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不仅改变了水的时空分布，同时还改变了区域尺度的水循环结
构。目前华北平原河流的断流产生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和过去几十年来人类活动形成的
新的水循环结构是息息相关的。

６ 结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过去半个多世纪研究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从水资源开发利用角度，可以总结为 ４
个阶段：
缓慢成长期
（地下水基本处于自然状态）
；快速发展期（地表水资源丰厚，地下水开采
量小，基本处于补排平衡）；迂回增长期（华北平原防洪排涝基本建设完成，基本形成了水资
源人为调控的格局）；
和高速增长期（地下水位迅速下降，
地下水漏斗面积增加）
。
（２）研究区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在过去 ４０ 多年中特别显著，对工农业和城市发展起
了很大的作用。同时，
地下水的过量开采，
造成区域地下水位的下降和出现地下水漏斗现象。
除了污灌区以外，
持续多年的地下水位下降也说明了区域地下水资源所处的入不敷出状况。
（３）人类活动通过改变地下水的水动力场和地球化学场来影响水中的物质迁移、转化和
积累。地下水化学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的改变预示了研究区域不仅存在水量型缺水，
同时也将
出现水质型缺水的问题。因此，由于区域水循环结构的变化，对水质以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
影响将是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之一。
（４）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使区域的水循环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突出的是区
域地下水补排结构的改变。河流断流减少了对地下水的垂向补给，
造成研究区域地下水的补
给源从原来的天然垂向补给和上游的侧向补给，变为单纯的侧向补给。另一方面，大量抽取
地下水已经成为区域地下水排泄的一个重要方式。其中用于农业灌溉的很大一部分以蒸发、
蒸腾的形式离开研究区域。从水平衡角度来看，灌溉用水并没有成为地下水的有效补给源，
从而造成区域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
（５）区域水循环对于人类活动的强度的响应往往是滞后的。其滞后程度和水循环速度有
密切的关系。这种响应不应单纯认为是个水量或水质问题，
它反映了区域水循环结构内部所
发生的一系列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为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必须加强对区域
水循环的基本机理以及结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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