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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氢氧稳定同位素是存在于天然水体和植物组织中的良好的示踪剂，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与准确性，可系统

和定量地阐明草地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及各水体的转化关系、植物水分利用策略以及植被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机

制等。本文概述了稳定同位素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总结和分析了草地生态系统水循环的研究方法和现状，重点

探讨和综述了氢氧稳定同位素技术在草地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包括大气降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植物

水、蒸发水等）以及碳稳定同位素技术在植物水分利用效率中应用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展

望了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为我国草地资源保护、合理利用及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恢复等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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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
要的生产和生态功能［１］。世界草地面积约占全球陆

地面积的 ４０％［２］，它不仅是畜牧业重要的生产基

地，且在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改良土壤和维持生物

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１－３］。我国天然草地

面积约在３４９×１０４ ３９２×１０４ｋｍ２，约占国土总面
积的４０％以上［１，４］。近半个世纪以来，受全球气候

变化及人类活动影响，我国草地面临水资源短缺、植

被退化、生态功能和生产力持续下降等严峻的生态

问题［３］。

水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生长和生态恢复的

主要限制因子。目前，全世界８０％的草地位于干旱
半干旱地区，该地区具有降水稀少、蒸发量大、水资

源储量低等特点［５］。降水格局变化首先对土壤水分

分布有影响［２］，进而影响草地植物个体和生态系统

水分利用效率［６］，最终影响草地生态系统水循环过

程及生产力水平［７］。

前人对草地生态系统水文过程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运用传统水文学方法研究其水文过程的某一环

节，如植被层对降水的截留和分配［８－９］、植被蒸

散［１０］、土壤水分蒸发［１１］及土壤水分入渗［１２］等方面，

且缺乏将草地生态系统各水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

合研究并定量化；而稳定同位素技术具有较高的灵

敏度与准确性，可将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包括从大

气降水到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植物水和蒸发水

等整个迁移、转化与分配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研

究，系统和定量地阐明其过程与机制［１３－１４］。

本文综述了碳氢氧稳定同位素在草地生态系统

水循环研究中的国内外进展，并展望其未来的应用

前景，对我国草地资源保护、科学利用以及退化草地

生态系统恢复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　稳定同位素基本概念和原理
稳定同位素是指某元素中不发生或极不容易发

生放射性衰变的同位素。天然存在于水分子中的氢

有１Ｈ（氕）和Ｄ（氘）共２种稳定同位素，氧有１６Ｏ、１７Ｏ
和１８Ｏ共３种稳定同位素；天然碳有１２Ｃ和１３Ｃ共２种
稳定同位素。不同环境条件下，各水体（包括植物

水）氢氧稳定同位素和植物组织中碳稳定同位素组

成不同，因此，可通过分析其微小变化，定量研究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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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以及各水体转化关系。

由于稳定同位素在自然界含量极低，用绝对量

表示其同位素的差异比较困难。因此，国际上规定

使用相对量即待测样品的同位素比值（Ｒｓａｍｐｌｅ）与一
标准物质的同位素比值（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作比较，比较结果
称为样品的同位素值（δ值），其定义为：

δＸ（‰）＝（Ｒｓａｍｐｌ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１）×１０００‰
式中：Ｒｓａｍｐｌｅ是样品中元素的重轻同位素丰度比

（如Ｄ／Ｈ，１８Ｏ／１６Ｏ，１３Ｃ／１２Ｃ）；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是国际通用标准
物的重轻同位素丰度之比（氢、氧稳定同位素采用

ＶＳＭＯＷ标准）。

２　氢氧稳定同位素在草地生态系统水
循环中的应用

２．１　大气降水
大气降水是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的重要输入

项，是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等的重要补给来

源［１３，１５］。降水中氢氧稳定同位素组成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与降雨形成的气象条件、水蒸气的初始状态

以及水汽的输送过程等密切相关［１６］。早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Ｃｒａｉｇ［１７］利用全球大气降水氢氧同位素观
测网络（ＧＮＩＰ）基础数据，将全球雨水线（ＧＭＷＬ）定
义为δＤ＝８δ１８Ｏ ＋１０。然而，由于自然界的蒸发
过程常伴有动力学分馏，加上各地蒸发过程的差异，

不同地区测得的大气降水线与全球大气降水线在斜

率和截距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偏移［１８－１９］。在我国，郑

淑蕙等［２０］率先提出我国大气降水线为δＤ＝７．９δ１８Ｏ
＋８．２，为我国大气降水稳定同位素特征研究奠定
了基础。随后，越来越多国内学者提出地区大气降

水线（ＬＭＷＬ）［１６，１８－１９］，推动了我国区域大气降水氢
氧同位素特征和水汽来源的深入研究。

降水通过在土壤中的入渗过程补给土壤水和地

下水［２１］，大气降水氢氧同位素组成和特征可反映出

区域降水形成的气象条件、水汽的来源及水汽在运

移过程中环境条件的变化。吴华武等［２２］建立了青

海湖流域芨芨草（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草地的大气
降水线方程（ＬＭＷＬ）：δＤ＝８．０７δ１８Ｏ＋１４．８，其斜
率和截距与全球降水线的斜率和截距较接近。肖雄

等［２３］对青海湖流域的沙柳河高寒草甸大气降水氢

氧同位素组成进行分析得出该地区降水线方程

（ＬＭＷＬ）为：δＤ＝８．７２δ１８Ｏ ＋２５．０９，斜率和截距
均大于全球大气降水线，主要由于该研究区位于海

拔３５００ｍ以上，植被覆盖主要为高寒草甸，受局部

气候环境影响，如降水量、空气湿度较大，雨水凝结

时存在一定的同位素动力分馏效应。李国琴［２４］对

黄土高原羊圈沟流域灌草生态系统的研究得出：当

地大气降水线方程（ＬＭＷＬ）为：δＤ ＝７．６２δ１８Ｏ ＋
５．０３，其降水线的斜率和截距均小于全球降水线的，
说明该地区大气降水在降落过程中受到一定的蒸发

分馏作用影响。Ｇｒａｎｇｅｒ等［２５］通过测定英格兰西南

部草地降水δＤ（δ１８Ｏ），发现该地区 δＤ（δ１８Ｏ）与全
球大气降水 δＤ（δ１８Ｏ）相似，其均值为 －３７‰
（－５．７‰）。
２．２　地表水

ＭｃＮｅｅｌｙ［２６］通过运用氢氧同位素研究美国华盛
顿东部干旱草地夏季河水的水源，发现２０１１年夏季
和２０１４年初，河水主要来自当地湖泊，而在２０１４年
夏末时又转为依赖于地下水。Ｗｉｎｄｈｏｒｓｔ等［２７］运用

ＣＭＦ（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水文模型和氢
氧同位素对厄瓜多尔山地草地坡面尺度上产流过程

的解析表明，尽管该地区有陡峭的斜坡，但地表径流

量小，且补给地下水和浅层侧向地下流是该地区水

资源输出项的重要部分，分别占５０％和１６％。
２．３　土壤水

土壤水是联系大气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纽

带，在土壤－植被 －大气系统的物质与能量转化中
起着重要作用［２８］。土壤水氢氧同位素组成受大气

降水、地表水、蒸发水以及水分在土壤中的水平迁移

和垂直运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２９－３０］，因此，通过分

析土壤水中的氢氧同位素时空分布来定量研究土壤

水分的运移过程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３０］。王锐

等［３１］利用氢氧同位素研究陕西长武塬区草地发现，

表层土壤水δＤ（δ１８Ｏ）受降水δＤ（δ１８Ｏ）直接影响较
明显，且降水在土壤剖面向下入渗过程中与浅层土

壤自由水发生不同程度的混合。张小娟等［３２］对云

南省元阳梯田水源区乔木林、灌木林、荒草地和无林

地中０ １００ｃｍ土壤水氧同位素组成分析发现，乔
木林和荒草地深层土壤水中的 δ１８Ｏ值高于表层土
壤，而灌木林和无林地则相反，表明不同的土地利用

方式下，降水在土壤剖面中入渗过程和机制不同。

肖雄等［２３］通过对青海湖流域高寒草甸壤中流

水分来源研究发现，壤中流在坡下土壤上层（０ ４０
ｃｍ）和下层（４０ ８０ｃｍ）的产流中氢氧稳定同位素
值相对聚集，并具有较明显的蒸发富集现象，表明该

壤中流多源于雨前土壤水。对于坡中壤中流水分来

源因土壤深度而异，在坡中土壤下层（４０ ８０ｃｍ），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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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降水和雨前土壤水对壤中流的贡献相当；壤中

流在坡中土壤上层（０ ４０ｃｍ）产流与当地大气降
水的季节变动基本一致，表明壤中流主要受到大气

降水的驱动，且与坡中金露梅（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灌
丛根系和土壤孔隙分布有关。

２．４　地下水
稳定同位素技术在地下水的水分来源、水分运

移过程、地下水与地表水相互作用及转换关系等方

面有其独特优势［１３］。Ｗｕ等［３３］利用氢氧稳定同位

素研究内蒙古半干旱地区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系统锡

林河流域中降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补给关系，发

现降水对下游径流贡献较大，地下水是锡林郭勒草

原河流的主要水源，春季由融雪及河水对地下水进

行补给。Ｌｉ等［３４］运用１８Ｏ、Ｄ及 Ｃｌ？ 等多种稳定同
位素示踪剂，结合ＣＭＢ（化学质量平衡法）对黄土高
原的草地、森林和农田的地下水补给机制及黑河流

域降水、土壤水和地下水氢氧同位素组成和水化学

特征的分析，发现流域尺度上每年约１９％的降水补
给到地下水，通过优先流入渗补给地下水的约占降

水补给的 ８７％，活塞流对地下水补给占降雨补给
的１３％。
２．５　蒸发水

蒸散（ＥＴ）是生态系统水分损失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蒸发大于蒸腾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利用氢氧

稳定同位素进行蒸散拆分是目前较为有效的方

法［３５－３６］。Ｗｅｎ等［３６］在我国北方栾城小麦／玉米农
田和多伦草地，对其露水、大气水汽、叶片水、植物

（木质部）水和土壤水的Ｄ和１８Ｏ以及整个生态系统
的水通量进行了测定和分析，研究发现露水由冠层

上方水汽向下的通量（９８％）和冠层下部叶片及土
壤蒸发蒸腾向上的通量（２％）组成。Ｒｅｙ［３５］通过测
量丛生灌木、丛生禾草蒸发与蒸散的比值发现，丛生

灌木利用０ １０ｃｍ的土壤水含量的１８％进行蒸腾
作用，但丛生禾草不利用近地表土壤水而利用深层

土壤水进行蒸腾。Ｇｏｏｄ等［３７］运用氢稳定同位素技

术对肯尼亚中部草地蒸散进行拆分，发现在草本生

长期蒸腾作用占总水汽通量的比例从 ０％增加到
４０％；生长期之后，蒸腾作用占总水汽通量的比例
下降。

２．６　植物水分来源和水分利用策略
水分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草地植物的生长和分

布至关重要，草地植物通过不同的水分利用策略来

应对水分胁迫［３８］。研究表明，除部分盐生植物外，

水分在被根系吸收以及由根向叶运移的过程中不发

生氢氧同位素分馏，因此，可通过比较植物茎（木质

部）水与其各潜在水源的氢氧同位素组成可确定植

物的水分来源［１３，３９］。Ｙａｎｇ等［４０］通过分析内蒙古典

型草地植物水与土壤水中的 δＤ，发现糙隐子草
（Ｃｌｅｉｓｔｏｇｅｎｅｓ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只利用夏季降雨；羊草（Ｌｅｙ
ｍ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大针茅（Ｓｔｉｐａｇｒａｎｄｉｓ）既利用夏季
降雨也利用深层土壤水；小叶锦鸡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ｍｉ
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只利用深层土壤水。Ｐｒｅｃｈｓｌ等［４１］通过分

析干旱条件下中欧亚高山草原土壤水及植物水 δＤ
（δ１８Ｏ）值，发现对照与干旱处理下的亚高山草原植
物的水分利用深度没有差异。Ｒｏｓｓａｔｔｏ等［４２］利用

δＤ（δ１８Ｏ）分析了巴西热带稀树草原植物的水分利
用格局，发现除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及莎草科（Ｃｙｐｅｒ
ａｃｅａｅ）植物外，其余草本植物在旱季主要利用１０
４０ｃｍ土壤水，而在湿季则转为利用７０ １００ｃｍ土
壤水。郑肖然等［４３］利用氢氧同位素研究内蒙古草

地小叶锦鸡水分来源，发现在遮雨处理条件下，小叶

锦鸡儿主要利用０ ２０ｃｍ处土壤水；在自然状态
下，对０ ２０、２０ ６０和６０ １００ｃｍ三个不同深
度土壤水分利用较为均衡，研究表明不同生境下灌

木与草本植物的水分竞争可能是该草地生态系统小

叶锦鸡儿对不同土层水分利用差异的主要原因。

３　碳同位素在草地生态系统水分利用
效率研究中的应用

　　植物水分利用效率（ＷＵＥ）作为表征干物质生
产所耗费水量的重要指标，不仅反映了生态系统碳、

水循环及其耦合关系［４４］，同时也成为揭示陆地生态

系统对全球变化响应和适应对策的重要手段［６］。碳

稳定同位素技术可定量揭示气候环境的变化对植物

生理生态过程的影响，为研究植物养分循环和生理

代谢相互作用提供可靠途径［４５］。近几十年来，利用

碳稳定同位素（δ１３Ｃ）定量研究植物 ＷＵＥ成为科学
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并在草地生态系统开展了一系

列相关研究，以期为评估全球气候变化对草地生态

系统的影响提供参考。目前，ＷＵＥ按研究尺度可分
为叶片尺度［４６］、个体尺度［４７］和生态系统尺度［６］。

植物叶片的碳稳定同位素（δ１３Ｃ）整合了植物组
织固碳过程中内部生理特征和外部影响光合气体交

换的环境因子的影响［４８］。研究表明，植物叶δ１３Ｃ值
与胞间ＣＯ２浓度与大气ＣＯ２浓度比值（Ｃｉ／Ｃａ）呈负
相关，是间接指示植物长期 ＷＵＥ的有效指标［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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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婷等［４６］在内蒙古短花针茅（Ｓｔｉｐａ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ａ）草
地通过测定植物叶片 δ１３Ｃ值发现 Ｃ３植物 ＷＵＥ低
于Ｃ４植物，且随放牧活动（如载畜率）的增加，植物
ＷＵＥ均显著降低，倾向于节水型的保守生长策略。

在个体水平上，由于植物个体ＷＵＥ与叶片长期
ＷＵＥ很接近，因此可通过叶片 ＷＵＥ来估算［４４］。刘

莹等［４７］通过测定叶片 δ１３Ｃ值分析白羊草（Ｂｏｔｈｒｉｏ
ｃｈｌｏａ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在不同干旱胁迫下的ＷＵＥ，发现白
羊草 ＷＵＥ与叶片的 δ１３Ｃ呈极显著正相关，证实可
通过测定Ｃ４植物叶片的 δ

１３Ｃ值来判断干旱条件下
植物水分利用效率情况。Ｇｏｎｇ等［５０］通过测定植物

叶片δ１３Ｃ来探索灌溉对羊草、冰草（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ｃｒｉｓｔａ
ｔｕｍ）、大针茅及冷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ｆｒｉｇｉｄａ）水分利用效
率及氮素利用效率的影响，发现灌溉处理增强了植

物的氮利用效率而减小了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

在生态系统水平上，ＷＵＥ能够反映植物水分利
用策略，用以描述生态系统碳水循环之间的耦合关

系，开展生态系统ＷＵＥ研究可以揭示植物对环境的
适应机制［５１－５２］。Ａｂｒａｈａ等［５１］在美国密歇根州的草

地中利用碳稳定同位素技术和涡度相关技术测定生

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ｅＷＵＥ）和植物内在水分利用
效率（ｉＷＵＥ），发现该草地ｅＷＵＥ的差异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植物群落中Ｃ３和Ｃ４物种的相对优势度决定
的，在潮湿的温带气候环境中，常见的短期和偶尔的

长期干旱，随着时间的推移，混合草地将越来越多地

以Ｃ４植物为主，具有比 Ｃ３植物更高的产量和
ｅＷＵＥ，进而对生态系统碳和水的平衡产生影响。如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和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４６］利用以上两种方法计算加拿
大北部草地植物叶片和生态系统 ＷＵＥ，结果表明叶
片尺度计算出来的ＷＵＥ比生态系统尺度的高２ ３
倍，原因可能是没有考虑植物根呼吸产生的碳损失

和土壤蒸发产生的水分损失。Ｋｏｈｌｅｒ等［５２］观测了

１８５７年至２００７年间，英国洛桑斯特德草地群落碳同
位素组成，发现在过去的１５０年里，随着大气中 ＣＯ２
浓度的增加，群落水平 δ１３Ｃ值保持不变或略有增
加，表明在养分限制的草地上，植物通过降低气孔导

度以适应ＣＯ２浓度的升高。

４　研究展望
碳氢氧稳定同位素技术以其简捷、快速、精确和

高效等特点，可有效地指示草地生态系统大气降水、

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蒸发水和植物水等各种水

体的水分来源、运移过程以及其转化关系，同时也为

全面理解草地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和机制等研究提

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５３］。近年来，随着同位素质谱

仪的不断改进，精确测量陆地生态系统各组分水体

碳氢氧同位素的丰度成为可能，使陆地生态系统水

循环的研究方法，从水的分子结构层次（物理方法）

和原子结构层次（化学方法）深入到原子核结构层

次（同位素方法），可解决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中许

多利用传统技术无法解决的难题［１３］。另外，激光同

位素测量技术和傅里叶变换红外（ＦＴＩＲ）光谱技术
也可快速连续、准确的测定环境大气中水汽的氢氧

稳定同位素组成。可见，稳定同位素测量技术在生

态学及陆地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中也将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今后草地生态

系统水循环过程的碳氢氧稳定同位素示踪研究还应

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１）由于大范围样品及数据采集较为困难，目
前的研究多数是在小范围小尺度内开展的，这对于

准确认识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草地生态系统水循环

过程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针对不

同时空尺度进行，由微观到宏观，从小尺度、中尺度

到大尺度，将草地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与全球气候

变化相结合，为全国乃至全球草地生态系统水循环

的定量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２）以往大多同位素示踪研究针对草地生态系
统水循环过程中的某一环节，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所以今后的研究应将草地生态系统整个水循环过

程，包括大气降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蒸发水

和植物水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水循环各个过

程，如土壤水入渗、地下水补给及植物吸水等相结

合，系统和定量地揭示草地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和

机制。

（３）前人已经对自然因素（降水变化、温度变化
等）及人为因素（放牧活动等）对草地生态系统水循

环过程的影响作了初步研究，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对

草地生态系统水循环过程影响仍不清楚。然而，在

草地生态系统中，自然因素及人为因素往往同时存

在，因此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二者对草地生态系统

水循环过程的关键因子及各关键因子交互作用的

影响。

（４）碳氢氧稳定同位素对环境信息极其敏感，
其测定过程对实验人员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从野外

采样、室内预处理实验到同位素测定和分析等过程

中的每一环节要求都特别严格，如采样过程中，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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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保证样品的密封性，防止水分蒸发分馏；固体样品

的水分抽提过程中，为避免空气中水汽对测定样品

的影响，需在真空条件下通过蒸发冷凝法提取水分

等；同位素测定过程中，标准样选择、进样口的隔膜

需定期更换等等。然而，目前各稳定同位素实验室

的采样、仪器设备类型及测定标准不完全相同，造成

不必要的仪器和方法上的误差，因此需尽早制定全

国稳定同位素实验室各实验环节操作规范及标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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