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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区梯级水库建造对水化学分布的影响
王万发１ ，钟

君１∗∗，李

彩２ ，易沅壁１ ，陈赛男１ ，陈

（１：天津大学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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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了解河流梯级筑坝对喀斯特地区河流水化学分布的影响，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４、７ 和 １０ 月别对乌江干流洪家渡

水库（ 多年调节） 、乌江渡水库（ 季调节） 和索风营水库（ 日调节） ３ 个具有不同滞留时间的水库进行水样采集，分析入库
水、坝前剖面水和下泄水的水化学特征，探讨河流梯级筑坝对水化学分布及风化速率估算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３ 个水
库深层水比表层水 ＨＣＯ －３ 浓度分别高 １２．９％ 、５．５％ 和 ８．０％ ，Ｃａ ２＋ 浓度分别高 １５．９％ 、２．４％ 和 ８．５％ ． 河流梯级筑坝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水体水化学组成，从而影响碳酸盐岩风化速率估算． 整体上，洪家渡水库、索风营水库和乌江渡水库的全年风化
速率变化范围分别为：－１．７％ ～ １５．４％ 、－５．６％ ～ １．１％ 和－０．３％ ～ ３．４％ ． 河流筑坝作用对风化速率估算及主量离子浓度的影
响：ＨＣＯ －３ 与 Ｃａ ２＋ 浓度分布均为：洪家水库＞乌江渡水库＞索风营水库，这与水体滞留时间长短规律一致，表明水体滞留时
间影响着水化学的组成分布． 同时水体离子浓度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差异，丰水期各水库变化率明显大于枯水期． 上述
结论表明喀斯特地区河流连续筑坝后水化学组成及分布特征发生了一定程度改变，影响流域化学风化速率的估算，且影
响程度随水体滞留时间延长而增大，并受气温影响． 因此，今后在估算流域风化速率及探究水化学空间变化时应对筑坝
作用加以考虑，以便更加准确地评估喀斯特流域岩石风化在全球碳循环中的作用．
关键词： 梯级水库；水化学；滞留时间；风化速率；喀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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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分布着约 ２２００ 万 ｋｍ２ 的喀斯特地貌，占陆地表面积的 １５％ ，由于碳酸盐岩的风化作用，每年

约有 ４．４％ ～ ２４．３％ 的遗失碳汇（２．５ Ｐｇ Ｃ ／ ａ） 被固定 ［１］ ． 喀斯特地区对区域乃至全球碳的收支平衡有重要的
影响 ［２］ ． 中国喀斯特地区面积约占全球的 １ ／ ７，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１ ／ ３，碳汇通量约为 １２ Ｔｇ Ｃ ／ ａ ［３⁃４］ ． 由于喀
斯特地区碳酸盐岩的 风化 作用， 导 致该 地区 的河 流中 溶 解 无 机 碳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岩 性 地 区， 形 成 独 特 的
ＨＣＯ ３ ＣＯ ２
－

Ｈ２ Ｏ 岩溶动力系统 ［５⁃６］ ． 因此，长期以来喀斯特地区河流碳酸盐岩风化作用一直被认为是重要

的碳汇并潜在影响着全球碳循环 ［２，７⁃８］ ． 然而 １９９０ｓ 以来，由于河流连续人为筑坝，河流碎片化加剧，作为海
洋营养物质运移的重要通道作用破坏日益严重 ［９⁃１１］ ． 据报道，全球长度大于 １０００ ｋｍ 的河流中仅有约 ３７％ 的
河流可以自由流动 ［１２］ ，河流被筑坝拦截后水体动力学条件发生明显改变，在水库相对静稳的水体环境下，各
生源要素会不同程度被“ 拦截” ，从而影响下游输出河流中各营养物质，如对泥沙和悬浮物拦截导致颗粒有
机碳（ ＰＯＣ） 、颗粒有机碳（ ＰＯＮ） 沉降速率加快 ［１３⁃１５］ ；对水体中营养物质如 ＮＯ ３ 、ＮＨ ４ 、Ｓｉ 等生源要素在距离
－

大坝不同区域以及库区不同水深处都产生明显差异

［１４，１６⁃１７］

；向鹏等

［１８］

＋

在 ２０１３ 年对乌江上游 ７ 个水库水体

总氮（ ＴＮ） 和总磷（ ＴＰ） 浓度进行了采样分析，表明梯级筑坝对 ＴＮ、ＴＰ 有明显的拦截效应，并引起水库中
Ｎ ／ Ｐ 比值发生明显变化；在对乌江干流乌江渡水库的相关研究中，发现由于筑坝作用对水体中碳的地球化
学行为产生较大影响，水体中溶解无机碳已由碳酸盐岩风化汇入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碳酸盐岩风化作用、库
区有机质分解、藻类光合作用、碳酸盐岩沉淀与分解等作用共同影响的河流 水库体系 ［１９⁃２０］ ． 因此，筑坝之后
由于生源要素被拦截，伴随着水体流速至库区逐渐降低，水库内藻类和微生物的活动加剧会进一步影响河
流各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最终导致流域生态系统环境和质量的改变 ［１９⁃２４］ ． 以往对于水质监测和
河流风化研究时并未考虑筑坝作用影响． 本研究以乌江中上游的洪家渡水库、索风营水库和乌江渡水库 ３

个具有不同滞留时间的水库为研究对象，分析时空序列水化学数据，目标主要包括以下 ３ 点：（ １） 探讨喀斯
特地区河流筑坝作用对水体水化学分布的影响；（２） 不同滞留时间水体水化学特征及环境效应对比；（ ３） 筑
坝作用对不同滞留时间水库坝前和坝后碳酸盐岩化学风化速率估算的影响． 上述目的对了解水库效应的环
境效应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今后估算喀斯特地区碳酸盐岩风化速率提供校正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脉，干流全长 １０３７ ｋｍ，总流域面积约 ８．７９ 万

ｋｍ２ ，多年平均径流量 ５３４ 亿 ｍ３ ，与黄河（５８０ 亿 ｍ３ ） 多年平均径流量近乎相当 ［２２］ ． 乌江流域地处亚热带季
风气候，丰水期为 ４

９ 月，枯水期为 １０ 月至次年 ３ 月． 丰水期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８０％ ，年均降雨量为 ８５０ ～

１６００ ｍｍ，水能资源极为丰富，流域平均气温为 １３ ～ １８℃ ［１９，２５⁃２７］ ． 我国喀斯特地貌面积约为 ３４６．３ 万 ｋｍ２ ，以
贵州为中心涉及四川、云南和广西等 ８ 个省区的喀斯特地貌分布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分布区之一 ［１，７］ ． 乌江
中上游流域岩性以侏罗系为主，碳酸盐岩分布广泛 ［２８］ ． 碳酸盐岩分布 ６．９ 万 ｋｍ２ ，约占流域面积的 ８０％ ，由
－
－
于碳酸盐岩风化使得 乌江 水化 学类 型 主 要 为 ＨＣＯ ３ － Ｃａ ２＋ ， 其 中 ＨＣＯ ３ 与 Ｃａ ２＋ 分 别 为 优 势 阴 离 子 和 阳 离
子 ［２９⁃３２］ ． 本研究选取乌江中上游洪家渡水库、索风营水库和乌江渡水库 ３ 个具有不同滞留时间的峡谷型水
库为研究对象，采样点位置和水库基本特征参数详见图 １ 和表 １． 本文选择的洪家渡水库、索风营水库和乌
江渡水库在乌江水电基地 １２ 座水库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洪家渡水电站是 １２ 个乌江水电站中水体滞留时
间最长的“ 龙头水电站” ，主要对乌江梯级水电站起到优化与调控作用，确保梯级水电站均能发电；索风营水
电站位于乌江中游六广河段，地处黔中腹地，是一座以发电为主要功能的日调节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是乌
江干流运行时间最久的水电站，是“ 西电东送” 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２８，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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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乌江梯级水电站采样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ｊｉａｎｇｄｕ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表 １ 研究区域各水库基本特征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水库
洪家渡
索风营
乌江渡

坝址 ／ 集水面积 ／ ｋｍ２

正常水位 ／ ｍ ／
死水位 ／ ｍ

总库容 ／ （ ×１０ ８ ｍ３ ） ／
年平均流量 ／ （ ｍ３ ／ ｓ）

蓄水年份

滞留时间 ／ ｄ

调节方式

织金县 ／ ９９００

１１４０ ／ １０７６

４９．５ ／ １５５

２００１

３６８．８

多年调节

播州区 ／ ２７７９０

７６０ ／ ７２０

２３ ／ ５０２

１９７１

４９．３

季调节

黔西县 ／ ２１８６２

８３５ ／ ８１３

２ ／ ４２７

２００２

４．３

日调节

１．２ 样品采集与分析

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４、７ 和 １０ 月在 ３ 个水库进行同步采样，采样点位置如图 １ 所示． 其中 Ｗ１（ ２７°０１′Ｎ，

１０５°２７′Ｅ） 和 Ｗ６（２６°５２′Ｎ，１０５°５２′Ｅ） 为洪家渡水库的入库水和下泄水，其水库内部 Ｗ２（ ２６°５３′Ｎ，１０５°３３′
Ｅ） 、Ｗ３（２６°４９′Ｎ，１０５°３５′Ｅ） 、Ｗ４（２６°５７′Ｎ，１０５°３８′Ｅ） 为表层水，Ｗ５（ ２６°５３′Ｎ，１０５°５１′Ｅ） 为库区剖面水；Ｗ７

（２６°５６′Ｎ，１０６°２１′Ｅ） 和 Ｗ８（２７°１０′Ｎ，１０６°２６′Ｅ） 为索风营水库剖面水和下泄水；Ｗ１３（２７°２０′Ｎ，１０６°４５′Ｅ） 为
乌江渡水库的下泄水，其水库内部 Ｗ９（ ２７°０８′Ｎ，１０６°２４′Ｅ） 、Ｗ１０（ ２７°１３′Ｎ，１０６°３０′Ｅ） 、Ｗ１１（ ２７°１８′Ｎ，１０６°

４０′Ｅ） 为内部表层水，Ｗ１２（２７°２４′Ｎ，１０５°２７′Ｅ） 为库区剖面水． 洪家渡、索风营、乌江渡 ３ 个水库在正常条件
下均为底部放水，由于放水口根据发电的需要会开启坝后不同高度的放水口，因此根据死水位进行估算可
知放水口分别距离正常蓄水位约 ６４、２２ 和 ４０ ｍ，对应高程分别为 １０７６、８１３ 和 ７２０ ｍ． 为了更加明晰坝前静
水区采样点 Ｗ５、Ｗ７ 和 Ｗ１２ 对应水体剖面上水体的水化学特征，我们根据前人研究以及根据现场水质参数
仪投放数据资料，采集样品的水深 ０．５、５、１５、３０ 和 ６０ ｍ 范围内均涵盖水体表层、真光层、温跃层和深层水区
域的水样，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明晰水体内部剖面上的水化学行为 ［１９⁃２０］ ． 在本文中将 １ 月和 １０ 月的样品作为
枯水期样品，４ 月和 ７ 月的样品作为丰水期样品． 所有样品均通过乘船至河道中间进行采集，以保证样品质
量． 采集之后的样品除一部分现场处理外其余均保存在 １０ Ｌ 储水袋（ ＰＶＣ） 中，带回室内在 １２ ｈ 内根据测试
指标要求预处理保存．

在野外通过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ＹＳＩ⁃ＥＸＯ） 现场测定水体 ｐＨ、水温（ Ｔ） 、溶解氧（ ＤＯ） 、叶绿素 ａ（ Ｃｈｌ．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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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２０，３２（３）

总溶解颗粒物（ ＴＤＳ） ． 其中 Ｃｈｌ．ａ 浓度在采样之前都会用 ６２５ ｍｇ ／ Ｌ 罗丹明 ＷＴ 染色剂溶液进行及时校准以
保证数据质量，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的检测范围为 ０ ～ ６６ ｍｇ ／ Ｌ． 同时，在野外通过酸碱滴定器（ Ｂｒａｎｄ） 使用
预先配置好的 ０．０２ ｍｏｌ ／ Ｌ 盐酸溶液进行碱度滴定． 对采集的样品在采集后 １２ ｈ 内通过 ０．４５ mｍ 的 Ｗｈａｔｍａｎ

醋酸纤维过滤膜过滤，并用预先酸洗过的 ＨＤＰＥ 瓶保存样品． 用于测定阴离子（ Ｃｌ 、ＮＯ ３ 和 ＳＯ ２－
４ ） 的样品在
－

－

过滤之后保存在保温 箱中 冷藏， 在 实验 室中 使用 离子色 谱 （ Ｔｈｅｒｍｏ Ａｑｕｉｏｎ） 进行 测定． 用于 测定 阳离 子
（ Ｃａ ２＋ 、Ｍｇ ２＋ 、Ｎａ 和 Ｋ ） 的样品在过滤之后加入浓硝酸酸化至 ｐＨ≤２ 后冷藏保存，在实验室使用电感耦合等
＋

＋

离子发射光谱仪（ ＩＣＰ⁃ＯＥＳ） 进行测定，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５％ ．

２ 结果
２．１ 梯级水库群表层水体水化学沿程时空变化特征

由于本文研究区属于碳酸盐岩广泛分布地区，水体显示弱碱性，ｐＨ 值范围为 ７．３ ～ ８．５（ 图 ２） ，在丰水期

与枯水期范围分别为 ７．３ ～ ８．５ 和 ７．４ ～ ８．１． 因此在本研究区的碳酸平衡体系中 ＨＣＯ ３ 是溶解无机碳的主要组
－

成部分，本研究把碱度作为 ＨＣＯ 浓度并以此来表征水体中溶解无机碳浓度
－
３

［３４⁃３５］

．

库区水体在暖季由于太阳辐射强度大引起较大的水体密度差，导致水体形成不同程度的热分层，最终

会引起水化学参数的差异 ［２７， ３５］ ． 在本研究中水温的变化范围为 １２．１ ～ ２９．８℃ （１８．３±３．８℃ ） （ 图 ２） ，在丰水期
变化范围为 １２．１ ～ ２９．８℃ （１９．１±４．４℃ ） ，在枯水期变化范围为 １２．７ ～ ２１．７℃ （１７．４±２．７℃ ） ，在丰水期的最低温
度为 １２．１℃ ，低于枯水期的 １２．７℃ ，且洪家渡水库、索风营水库与乌江渡水库坝后下泄水较坝前表层水全年
分别降低 ２６．４％ 、５．１％ 和 １６．７％ ，在丰水期则分别高达 ３９．２％ 、１０．８％ 和 ３１．６％ ，表明筑坝之后坝前水体已出
现明显分层且在丰水期分层更为明显． 根据前人研究，通过表征特征以及稳定碳同位素值表明，３ 个水库中

图 ２ 梯级表层水化学参数沿程变化

Ｆｉｇ．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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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浮游植物的优势种群为绿藻、硅藻和蓝藻，河流水体以硅藻为主，库区主要以蓝藻、硅藻为主并对 Ｃｈｌ．ａ 浓
度造成了影响 ［３６⁃３８］ ． Ｃｈｌ．ａ 浓度可以有效表征水体光合作用强弱，本研究中其变化范围为 ０ ～ ２３．９ μｇ ／ Ｌ（３．８±

４．６ μｇ ／ Ｌ） （ 图 ２） ，在丰水期变化范围为 ０ ～ ２３．９ μｇ ／ Ｌ（ ３．８± ４．７ μｇ ／ Ｌ） ，在枯水期变化范围为 ０ ～ １６．３ μｇ ／ Ｌ

（３．７±４．６ μｇ ／ Ｌ） ． ＤＯ 是水生生物新陈代谢及水汽界面交换的产物，能够有效表征水体受到生物作用的影响
程度 ［３９］ ． Ｃｈｌ．ａ 浓度升高后最直观的影响在于水体溶解氧（ ＤＯ） 浓度会随之改变 ［１９］ ，本研究中其变化范围为

０．３ ～ １６．２ ｍｇ ／ Ｌ（７．６±２．４ ｍｇ ／ Ｌ） （ 图 ２） ，在丰水期变化范围为 ４．３ ～ １６．２ ｍｇ ／ Ｌ（８．５±２．６ ｍｇ ／ Ｌ） ，在枯水期变化
范围只有 ０．３ ～ ９．４ ｍｇ ／ Ｌ（６．７±１．９ ｍｇ ／ Ｌ） ，在丰水期 ＤＯ 浓度变化范围更大，平均值更高． ＴＤＳ 浓度变化范围
为２１１ ～ ３５２ ｍｇ ／ Ｌ（２７４．２±２２．８ ｍｇ ／ Ｌ） （ 图 ２） ，在丰水期变化范围为 ２１１ ～ ３５２ ｍｇ ／ Ｌ（２７６．５±２５ ｍｇ ／ Ｌ） ，在枯水
期变化范围为 ２３１ ～ ３２４ ｍｇ ／ Ｌ（２７１．６±１９．９ ｍｇ ／ Ｌ） ，在 ３ 个水库的下泄水中 ＴＤＳ 浓度全年变化幅度远大于坝
前与入库水体，且 ＴＤＳ 浓度远低于没有筑坝作用的喀斯特地貌地区的赤水河流域的 ３１７．８ ｍｇ ／ Ｌ ［４０］ ． 图 ２ 中
可以观察到在库区，水化学参数均在丰水期取值范围明显大于枯水期．

ＨＣＯ ３ 是本研究区水体溶解无机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含量变化能够有效表征水体内部碳的生物地球
－

化学特征，能够有效反映出河流 － 水库系统的演化过程 ［２，２０］ ． ＨＣＯ ３ 浓度范围为 ８９． １ ～ １９３． ６ ｍｇ ／ Ｌ（ １３９． ５ ±
－

１６．１ ｍｇ ／ Ｌ） （ 图 ２） ，在丰水期变化范围为 ８９．１ ～ １９３．６ ｍｇ ／ Ｌ（１４２．７±１９．８ ｍｇ ／ Ｌ） ，在枯水期变化范围为１１１．８ ～

１６９．９ ｍｇ ／ Ｌ （ １３６． ２ ± ９． ９ ｍｇ ／ Ｌ） ， 筑 坝之 后 ＨＣＯ ３ 浓 度的变 化范 围明 显高 于未 筑 坝 的 喀 斯 特 地 区 其 他 流
－

域 ［２， ４１－４２］ ． Ｃａ ２＋ 浓度为 ４３．２ ～ ８１． ５ ｍｇ ／ Ｌ （ ６２． １ ± ６． ５ ｍｇ ／ Ｌ） ， 在丰 水期 变化 范围 为 ４３． ２ ～ ８１． ５ ｍｇ ／ Ｌ （ ６２． ２ ±

６．４ ｍｇ ／ Ｌ） ，在枯水期变化范围为 ４７．８ ～ ７１．０ ｍｇ ／ Ｌ（６１．７±６．４ ｍｇ ／ Ｌ） （ 图 ２） ，Ｃａ ２＋ 浓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均出

现在丰水期． 在主量离子中，阴离子 ＨＣＯ ３ 和阳离子 Ｃａ ２＋ 分别是阴阳离子的主要优势离子，分别占据总阴阳
－

离子的 ５０．２％ ～ ６７．２％ 和６９．２％ ～ ８０．０％ ，这与其他喀斯特地貌地区河流趋势一致 ［２， ３５， ４３］ ．

在沿程变化上，表层水体 ｐＨ、水温、ＤＯ、Ｃｈｌ．ａ 表现出沿河水流动方向经过洪家渡水库与乌江渡水库坝

后数值明显降低，而 ＨＣＯ ３ 、Ｃａ ２＋ 则明显升高． 上述水化学参数在索风营水库坝前表层水和下泄水的平均值
－

与洪家渡水库和乌江渡水库相比差异较小． 整体上水体下泄水与坝前表层水水化学数值变化程度为：洪家
渡水库＞乌江渡水库＞索风营水库． 但在离子浓度变化上，ＨＣＯ ３ 浓度与 Ｃａ ２＋ 浓度在丰水期的表层水体均表现
－

为：洪家渡水库＜乌江渡水库＜索风营水库，在枯水期则为：洪家渡水库＜索风营水库＜乌江渡水库．
２．２ 剖面理化性质的时空变化特征

坝前水体，人为调蓄之后，水动力明显改变且形成垂向上的稳定热分层． 从图 ３ 中可以明显看出，以多

年调节和季调节为主的洪家渡水库和乌江渡水库水体表现出明显的热分层效应，水化学参数存在显著的空
间与季节差异． 在丰水期热分层效应强，且水体 ｐＨ、水温、ＤＯ 浓度和 Ｃｈｌ．ａ 浓度均表现出随水深增加而降低
的趋势，而 ＨＣＯ ３ 浓度和 Ｃａ ２＋ 浓度呈相反趋势． 而在枯水期热分层减弱，垂直水体剖面上的差异相较于丰水
－

期减小，水化学参数逐渐趋于平稳． 索风营水库垂直剖面上的水化学参数变化程度明显小于洪家渡水库与
乌江渡水库，但在丰水期也可观察到热分层现象．

ＨＣＯ ３ 与 Ｃａ ２＋ 作为主要的阴阳离子能够表征水库水体内部地球化学行为的强弱． 在丰水期洪家渡水库、
－

索风营水库与乌江渡水库 ＨＣＯ ３ 浓度底层与表层比较分别高 １６．８％ 、８．４％ 、１１．５％ ，Ｃａ ２＋ 浓度分别高 １９．９％ 、
－

５．２％ 和 １４．２％ ；在枯水期 ＨＣＯ ３ 分别高 ８．９％ 、２．５％ 、４．４％ ，Ｃａ ２＋ 浓度分别高 １１．８％ 、－０．４％ 和 ２．８％ ． 全年 ３ 个
－

水库深层水比表层水 ＨＣＯ 浓度分别高 １２．９％ 、５．５％ 、８．０％ ，Ｃａ ２＋ 浓度分别高 １５．９％ 、２．４％ 和 ８．５％ ． 表明河流
－
３

筑坝之后严重影响水体理化性质． 从图 ３ 可以看出，除 Ｎａ 在垂直剖面上较稳定外，其他参数变化程度均为
＋

洪家渡＞乌江渡水库＞索风营水库，这与 ３ 个水库滞留时间关系一致，表明水体滞留时间越增长水体分层愈
加明显，水体水化学性质被改变程度越大．

３ 讨论
３．１ 梯级筑坝引起湖沼学发育的特征分析
由于河流筑坝的影响，水体的理化性质发生改变． 通过与长江、黄河以及未筑坝喀斯特地区的赤水河等河

＋
＋
流相比较，Ｇｉｂｂｓ 图（ 图 ４ａ） 可直观地反映出各河流的离子特征及影响因素，可根据 ＴＤＳ 浓度与 Ｎａ ／ （ Ｎａ ＋

＋
＋
Ｃａ２＋ ）的比值区分河流主要受大气降水、岩石风化、蒸发结晶以及海源的影响［２５，４１，４４⁃４６］ ． 当 Ｎａ ／ （ Ｎａ ＋Ｃａ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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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水库水化学参数剖面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０．５ 且 ＴＤＳ 浓度在 ７０ ～ ３００ ｍｇ ／ Ｌ 时河流离子主要来源于岩石风化作用． 在本研究以及长江干流和赤水河、后寨
＋
＋
河小流域，Ｎａ ／ （Ｎａ ＋ Ｃａ２＋ ）比值介于 ０．０１ ～ ０．５ 之间，表明河流水体离子组成主要受到岩石风化作用影响． 虽
＋
＋
然本研究离子构成主要受岩石风化影响，但在图 ４ｂ 中可以明显看出，研究区水库的 Ｎａ ／ （Ｎａ ＋Ｃａ２＋ ）平均值明

显大于乌江、赤水河和后寨小流域，且呈横向带状分布，自右下角至左上角在库区垂直剖面上深度逐渐升高，
＋
＋
Ｎａ ／ （Ｎａ ＋Ｃａ２＋ ）逐渐减小，表明水体受到筑坝作用后，表层水体受到藻类光合作用影响导致 ｐＨ 升高，促进

ＣａＣＯ３ 沉降，Ｃａ２＋ 浓度降低，ＴＤＳ 浓度降低［１９］ ． 而底层区域由于受到有机质分解作用，导致 ｐＨ 降低，溶解 ＣａＣＯ３

引起 Ｃａ２＋ 与 ＴＤＳ 浓度升高． 同时在 Ｎａ 校正的元素比值分布图（图 ４ｃ）中可更加明显地观察到水体离子分布存
＋

在时空异质性，在丰水期的表层水 Ｃａ２＋ ／ Ｎａ 与 ＨＣＯ ３ ／ Ｎａ 更低而深层水体则更高，且呈明显正相关． 图 ４ 表明，
＋

－

＋

喀斯特河流经过筑坝拦截之后，水体水化学特征从受岩石风化调控的自然河流系统逐渐转变为受岩石风化与
梯级筑坝作用共同调控的河流 水库系统，河流主要离子受水库影响发生改变．
３．２ 梯级筑坝引起湖沼学发育的控制因素

为了探究河流筑坝之后水体湖沼学发育的控制因素，我们通过以下公式量化水体 Ｃａ ２＋ 和 ＨＣＯ ３ 浓度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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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程度：

ΔＨＣＯ ３ （ ％ ） ＝ （ ＨＣＯ ３样品 － ＨＣＯ ３入库水 ） ×１００ ／ ＨＣＯ ３入库水
－

－

ΔＣａ （ ％ ） ＝ （ Ｃａ
２＋

－

２＋
样品

－Ｃａ

２＋
入库水

－

） ×１００ ／ Ｃａ

式中，ΔＨＣＯ ３ 与 ΔＣａ ２＋ 分别代表剖面水或下泄水样品的相对
－

２＋
入库水

（１）
（２）

入库水变化率，用以表征水体水化学变化程度． 图 ５ａ 中虚线

１ 代表由于丰水期水体热分层显著，Ｃｈｌ．ａ 浓度在水体真光层
区域含量明显偏高（ 图 ３） ，浮游藻类进行光合作用吸收 ＣＯ ２

导致 ｐＨ 升高并引起碳酸钙沉淀 ［３５，４７⁃４９］ ． 有学者在同一区域
通过 Ｃｈｌ．ａ 浓度与细胞体积计算生物量，表明自洪家渡水库
至乌江渡水库生物量从 ０．０６ ｍｇ ／ Ｌ 增加到 ０．４５ ｍｇ ／ Ｌ，提高了

６．５ 倍，且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在丰水期生物量相比于枯
水期显著升高 ［３７］ ，这与我们的研究一致，表明藻类在丰水期
会通过光合作 用影 响水 体 中 ＨＣＯ ３ 浓 度 的 分 布． 虚 线 ２ 为
－

ＣＯ ２ 脱气作用导致的 ＨＣＯ 和 Ｃａ 浓度同时下降，主要体现在
－
３

２＋

水库分层效应减弱的枯水期；虚线 ３ 表示由于有机质降解导
致的 ＨＣＯ ３ 浓 度 升 高 而 ｐＨ 降 低， 引 起 底 部 碳 酸 钙 发 生 溶
－

解 ［１９－２０， ３９］ ；虚线 ４ 表示 ＨＣＯ ３ 减少而 Ｃａ ２＋ 浓度增加，主要可能
－

是由于在枯水期水库分层逐渐被弱化且水库加快放水，水体
滞留时间变短导致上下水体混合． 表层水体光合作用吸收
ＨＣＯ ３ 与 Ｃａ ２＋ 沉淀响应较慢时也会有这一趋势． 在垂直剖面 ５
－

ｍ 处 ＤＯ 浓度和 ｐＨ 都呈急剧降低的趋势，而 ＨＣＯ ３ 浓度呈升
－

高的趋势（ 图 ３） ，表明虚线 ５ 代表 ＨＣＯ 增加而 Ｃａ ２＋ 减少，可
－
３

能是由于表层区域（ 约 ５ ｍ） 光合作用减弱而浮游动植物呼
吸作用加强所致． 有学者在对同一区域梯级水库群水体的氢
氧同位素研究中发现，水体随着滞留时间的增加会影响蒸发
强度，且表现为在丰水期蒸发强度大于枯水期 ［２７］ ． 在本研究
中以优势离子 ＨＣＯ ３ 和 Ｃａ ２＋ 在剖面上的浓度为例，在丰水期
－

表层水体这两个离子浓度并没有明显受到水体蒸发影响升
高，反而低于枯水期表层以及深水层的浓度，而深水层浓度
均高于枯水期． 这进一步表明水体被筑坝拦截之后，坝前水
体会出现周期性热分层，分层强度随水体滞留延长而加强，
形成了真光层与深水层水体分别以藻类光合作用为主和有
机质分解为主的河流 水库系统．
３．３ 梯级筑坝对流域化学风化速率估算的影响
河流筑坝后，水动力学条件被严重改变，河流已逐渐演

化成为新的河流 水库系统． 在 ２．１ 与 ２．２ 节中已说明坝前和
坝后 ｐＨ、Ｃａ ２＋ 和 ＨＣＯ ３ 等理化学参数均发生明显改变，已完
－

全不同于自然喀斯特河流的水化学性质 ［４５，５０⁃５１］ ． 主要原因是
在丰水期太阳辐射加强，坝前水体热分层显著，水体不同深

图 ４ 乌江梯级水库 Ｇｉｂｂｓ 图（ ａ、ｂ） 及
Ｎａ ＋ 校正的元素比值分布图（ ｃ）

Ｆｉｇ．４ Ｇｉｂｂｓ ｃｈａｒｔ （ ａ ａｎｄ ｂ） ａｎｄ Ｎａ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 ｃ）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度发生不同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２０］ ，最终导致水化学参数的差异． 在传统化学风化速率计算时会综合考虑
河流对应流域面积以及流量等水化学参数直接进行计算 ［２５，４０，４５］ ． 但通常在计算碳酸盐岩风化速率时不考虑
河流筑坝作用，因此我们假设河流连续筑坝作用会对化学风化速率产生影响． 本文以碳酸风化碳酸盐岩为
例，具体计算了 ３ 个水库坝前剖面水体、表层水体和坝后水体在丰水期以及枯水期碳酸盐岩风化速率及其
变化率． 相关计算借鉴前人在乌江流域的研究方法并重新整合 ［２０，２５，３０，４５，５２⁃５３］ ，具体计算公式为：

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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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乌江梯级水库中 ΔＨＣＯ －３ 与 ΔＣａ２＋ 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ΔＨＣＯ －３ ａｎｄ ΔＣａ２＋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Ｃｌ ａｔｍ ＝ ０．０２４ ｍｍｏｌ ／ Ｌ
Ｎａ ｒｉｖｅｒ ＝ Ｎａ ａｔｍ ＋ Ｎａ ａｎｔｈｒｏ ＋ Ｎａ ｓｉｌ
Ｃａ ｒｉｖｅｒ ＝ Ｃａ ｃａｒｂ ＋ Ｃａ ｓｉｌ
ＣＷＲ ＝ （ ［ Ｃａ］

Ｍｇ ｒｉｖｅｒ ＝ Ｍｇ ｃａｒｂ ＋ Ｍｇ ｓｉｌ
Ｋ ｒｉｖｅｒ ＝ Ｋ ａｔｍ ＋ Ｋ ｓｉｌ

ＣＣＷ

＋ ［ Ｍｇ］

ＣＣＷ

＋ ０．５［ ＨＣＯ ３ ］

（３）
（４）
（５）
（６）
ＣＣＷ

）Ｑ ／ Ａ

变化率 ＝ （ 坝后风化速率－坝前风化速率） ／ （ 坝前风化速率）

（７）
（８）
（９）

式中，下标 ａｔｍ、ｒｉｖｅｒ、ａｎｔｈｒｏ、ｓｉｌ、ｃａｒｂ、ｅｖａ、ＣＷＲ、ＣＣＷ、Ｑ 和 Ａ 分别代表大气、河流、人为输入、硅酸盐岩、碳酸
盐岩、蒸发岩、碳酸对碳酸盐岩的风化速率、碳酸对碳酸盐岩的风化、径流量和流域面积．

本文假设坝上和坝下控制的流域面积及其流量相同，计算结果如图 ６ 所示，具体计算数值及变化率如

表 ２ 所示． 沿河流方向由于流量的增加风化速率逐渐升高，数值与变化范围也逐渐加大． 图 ６ 中由于梯级水
库群中洪家渡水库流量相较于其他两个水库较小因此数值整体较小（ 表 １） ，而在表 ２ 中，经过整合不同水体

及季节计算之后，整体上洪家渡水库、索风营水库、乌江渡水库的风化速率变化范围分别为－ １．７％ ～ １５．４％ 、
－５．６％ ～ １．１％ 和－０．３％ ～ ３．４％ ． 风化速率正向增长趋势为：洪家渡水库＞乌江渡水库＞索风营水库． 这与 ３ 个
水库水体的滞留时间相对应，表明滞留时间不同的水库对应的风化速率不同． 在以多年调节的洪家渡水库
和季调节的乌江渡水库的下泄水体中，ＤＯ、ＨＣＯ ３ 、Ｃａ ２＋ 、Ｎａ 和 Ｍｇ ２＋ 平均浓度明显升高，而 ｐＨ、水温、Ｃｈｌ．ａ 浓
－

＋

度的平均值则明显降低，且整体上洪家渡水库水化学参数变化幅度更大（ 图 ２） ，说明水体滞留时间的长短会
导致水体内部生物地球化学活动的差异．

前人在同一流域乌江渡等水库中也观察到类似现象并表明，在丰水期滞留时间越长的水库，热分层越
明显． 水体表层主要受藻类光合作用影响，而底部区域主要受到有机质与碳酸钙分解的影响，最终引起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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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梯级水库坝前与坝后碳酸盐岩风化速率的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ｍｓ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表 ２ 梯级水库坝前与坝后碳酸盐岩风化速率的差异 ∗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ｍｓ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剖面水体
位置
ＨＪＤ 坝前
ＨＪＤ 坝后
ＳＦＹ 坝前
ＳＦＹ 坝后
ＷＪＤ 坝前
ＷＪＤ 坝后

指标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表层水体

枯水期

丰水期

风化速率 ／ 变化率 ／ 风化速率 ／ 变化率 ／ 风化速率 ／ 变化率 ／ 风化速率 ／ 变化率 ／
％
％
％
％
（ ｔ ／ （ ｋｍ２·ａ） ）
（ ｔ ／ （ ｋｍ２·ａ） ）
（ ｔ ／ （ ｋｍ２·ａ） ）
（ ｔ ／ （ ｋｍ２·ａ） ）
１．１１
０．１１

７．１

１．１９
０．１６
７．１２
０．５７
１０．９１
０．６５

１０．９２
０．５２

０．１５

１３．３

１．１９
－２．４

６．９５
０．２９

１．０５
０．１６
７．０５
０．３５

０．１

１０．５６
０．５２

０．１０

－１．７

１．０６
－１．４

６．９５
０．２９

１．０８
０．１０
６．８９
０．３７

３．４

１０．９２
０．５２

∗ＨＪＤ、ＳＦＹ 和 ＷＪＤ 分别代表洪家渡水库、索风营水库和乌江渡水库．

１０．９０
０．７１

１０．９４
０．７５

０．１１

１５．４

１．３３
１．１

６．９６
０．４８

１．１５
０．０２
７．３６
０．６５

－５．６

６．９５
０．４

０．１４

１０．９２
０．６２

１０．８９
０．４９

－０．３

７２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２０，３２（３）

表层与坝后下泄水中水化学的差异 ［２７，５４⁃５５］ ． 上述现象可以在图 ３ 中观察到，洪家渡与乌江渡水库底部区域，
由于有机质分解产生 ＣＯ ２ 进而促进 ＣａＣＯ ３ 的溶解，导致 ＨＣＯ ３ 和 Ｃａ ２＋ 显著升高，最终使得下泄水体中碳酸盐
－

岩的化学风化速率估算升高． 而在索风营水库中，由于水体滞留时间短，相比于洪家渡水库与乌江渡水库，
水化学数据相对更稳定，对碳酸盐岩化学风化速率估算影响较小．

４ 结论
通过对乌江中上游洪家渡水库、索风营水库和乌江渡水库 ２０１７ 年丰水期与枯水期入库、出库表层与库

区剖面水样的理化性质进行对比分析，评估筑坝拦截对流域化学风化速率估算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 河流筑坝之后，天然水体被分割成片段化的河流 水库系统，水库下泄水水化学性质较坝前发生明显

变化． 水库下泄水与表层水比较，水温、ｐＨ、ＤＯ 浓度、Ｃｈｌ．ａ 浓度明显降低而 ＨＣＯ ３ 与 Ｃａ ２＋ 平均浓度明显升高，
－

变化程度均为：洪家渡水库＞乌江渡水库＞索风营水库． ＨＣＯ ３ 和 Ｃａ ２＋ 浓度逐渐上升，表明梯级筑坝可能对主
－

量离子产生了一定的累积效应，对河流水化学分布产生了季节性影响．

２） 水体滞留时间越长水体热分层程度愈强，湖沼学发育特征愈加明显． 水体热分层后会引起库区真光

层以藻类光合作用为主和深水层以有机质分解作用为主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最终水体理化性质发生变化．

以本文滞留时间最长的洪家渡水库丰水期为例，ＨＣＯ ３ 和 Ｃａ ２＋ 浓度自表层至底层分别升高 １６．８％ 和 １９．９％ ，
－

而在枯水期则分别仅升高 ４．４％ 和 ２．８％ ． 这主要是由于枯水期太阳辐射减弱，气温降低，水体热分层减弱，水
体水化学特征较丰水期趋于稳定．

３） 由于研究区水库为底部放水，下泄水中 Ｃａ ２＋ 与 ＨＣＯ ３ 浓度与坝前深水层相似，较坝前表层明显升高．
－

这就对喀斯特地区流域碳酸盐岩风化速率估算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具体来说，洪家渡水库（ 多年调节） 在
丰水期坝后的风化速率较坝前水体约偏高近 １５．４％ ，枯水期约偏低 １．７％ ，全年均值约偏高 ７．１％ ，而以季调
节和日调节的乌江渡水库与索风营水库的全年风化速率变化率仅为 ０．１％ 和－２．４％ ． 这表明随水体滞留时间
延长流域碳酸盐岩风化速率估算结果偏大，且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异． 筑坝之后下泄水体相对于入库与坝前
垂直剖面水体的水化学特征发生显著变化，但在下泄水体流动一定距离之后水体水化学性质又逐渐向河流
状态恢复，直到流至下一级水库后又会再一次被改变． 最终河流逐渐演化成为湖沼学发育程度不一的河流
水库系统．

４） 以往关于流域风化的相关研究往往忽视水库的作用，今后应将河流筑坝作用考虑在内，提高计算结

果的准确性． 同时，在采集河流水体样品时，也应在准确评估水库影响之后，选取合理地点和时间进行采样
分析研究． 在进行化学风化速率估算时应重点关注滞留时间较长的水库，增加剖面采样点，增加丰水期的采
样频率，以进一步提高化学风化速率估算的准确性． 为了更加明晰梯级水库群对水体水化学性质以及流域
风化速率估算的影响，未来还应进一步选取更多不同地质背景、滞留时间等不同特征的水库进行对比研究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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