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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岩溶地下水污染分析

高旭波 1，2，王万洲 1，侯保俊 3，高列波 4，张建友 3，张松涛 3，李成城 1，姜春芳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武汉 430074；2. 自然资源部、广西岩溶动力学重点实
验室，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广西 桂林 541004；3. 山西省水资源管理中心，太

原 030001；4. 山西省娘子关泉域管理处，山西 阳泉 045000）

摘 要：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和强烈人类活动的影响，环境物质及能量多频次、大范围的输入，极大程

度上改变着岩溶水系统的水环境质量，岩溶水生态环境遭受不同程度的威胁和破坏，岩溶水水质日

趋恶化。本文归纳分析了我国北方岩溶水系统水质特征、污染现状、污染来源及污染途径。我国北

方岩溶水水质类型中硫酸盐型水和氯化物型水的分布逐渐增加，主要污染组分为总硬度、SO 2-4 、F-、
NO -3和TDS等。其中硫酸盐和硝酸盐污染强度和范围最大，呈现出显著的人类活动影响特征。依据
我国北方岩溶系统结构及水力学特征，将岩溶水污染途径概括为：①连续入渗型——主要包括岩溶
区地表水（河流、水库等）渗漏污染，城镇污水渠或排污管道破损引起的污水渗漏污染；②越流型污染
——污染孔/裂隙水（含矿坑水/老窑积水等）越流污染岩溶水；③间歇入渗型——固废淋溶入渗和污
水灌溉渗漏污染等。据此提出了推进岩溶水水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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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北方岩溶区（亦称华北岩溶区）通常指贺兰

山—六盘山以东，阴山—沈阳以南，淮河以北，黄海—

郯庐断裂以西的华北地台区［1］，涉及北京、天津、山

西、山东、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辽宁、河

南、安徽、江苏等多个省市［2］（图 1）。北方岩溶主要以
埋藏型为主（面积 51. 95×104 km2），覆盖型（面积
8. 74×104 km2）和裸露型（面积 7. 78×104 km2）为辅，包
含岩溶水系统 100余个，蕴藏岩溶水资源 108. 8×
108 m3•a-1［1］。

由于北方岩溶水系统具有面积大，输入输出水

量稳定、水质良好等特点，而成为我国北方多个省

市，如山西、山东、北京等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水资源保障，更是诸多地市工、农业生产及生活

用水的重要供水水源。尽管我国北方岩溶具有埋藏

深、覆盖面积大等优势，但岩溶水的补给多元性和系

统开放性，决定了岩溶水极易受到污染；同时，岩溶

环境的脆弱性也在本质上决定了岩溶水一旦被污染

就难以治理［3］。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叠

加作用下，对我国北方岩溶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形

成了现实挑战。特别是人类工农业活动产生的“三

废”，如生产生活污水等对岩溶水水质形成严重威

胁，岩溶水水质持续恶化，致使我国北方岩溶区的

“水质型缺水”问题更加突出，生态环境恶化风险

加剧。

本文在广泛收集和归纳近数十年来中国北方岩

溶水系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北方岩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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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水质现状和演变特征，分析了岩溶水中特征污

染物的种类、来源和主要污染途径，提出了针对性的

岩溶水污染防治对策。希望通过此项工作能够引起

社会各界对我国岩溶水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的关

注，认清当前我国岩溶水污染的严峻形势，促进岩溶

泉域和岩溶水系统的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

1 北方岩溶水水质特征

近二十余年来，我国北方岩溶水水质整体上呈

现逐年恶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岩溶水的水化学类型

中重碳酸盐型水的占比逐渐下降，硫酸盐型水和其

它类型水的占比逐渐增多，地下水中 TDS、总硬度、
SO2-4 、Cl-和NO-3等无机物浓度不断增加，挥发酚、卤代
烃、单环芳烃等有机物检出率不断升高，污染程度加

深、污染范围逐年扩大，严重污染区面积不断增

大［4-5］。北方典型岩溶水系统龙子祠泉、晋祠泉和大

武水源地多年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图 2），20世纪
八十年代以来，岩溶水的 TDS、总硬度和 SO2 -4 浓度整
体上迅速增高，TDS增幅在 150～350 mg•L-1，总硬度
增幅在 50～210 mg•L-1，SO2-4 增幅在 20～200 mg•L-1。
神头泉近十年的水质监测资料表明，其 TDS和总硬
度相对稳定，但是指示有机废污水排放的 COD、氨
氮等指标普遍偏高，特别是 COD超标 1. 3～7倍，且

超标倍数逐渐增加，表明泉水正在遭受日益严重的

人类活动污染。1977年以来，大武水源地岩溶水的
水化学类型由 HCO3-Ca和 HCO3·SO4-Ca型逐渐演
变 成 HCO3·Cl-Ca、HCO3·SO4·Cl-Ca·Mg、SO4·Cl-
Ca·Na和 SO4·HCO3·Cl-Ca型等 11种类型［6］，NO-3平
均含量从 12 mg•L-1增加到 48 mg•L-1，最高值达到
134 mg•L-1［7］，COD、卤代烃、苯等污染物的超标率和
含量也逐年上升，IV和V类水逐渐从水源地西侧扩
展到东侧［8-9］。济南趵突泉岩溶水中NO-3最高含量从
2009年的 145 mg•L-1升高到 2016年的 242 mg•L-1，反
应出明显上升的硝酸盐污染［10-12］。采煤区岩溶水的水

质恶化趋势更为强烈［13］，出现了主要污染物检出种

类急剧增多、超标倍数增大，污染范围成片扩大等现

象，已经成为北方岩溶区中污染最为严重的部分。

岩溶水水质的优劣直接制约着北方岩溶区的供

水能力。研究区内水质现状和部分污染组分代表性

样点分布图（图 2～图 4）表明，不同区域的岩溶水受到

图1 我国北方岩溶区岩溶水资源分布图(修改自梁永平等)
Fig. 1 Distribution of karst water resources in northern China (modified from Liang,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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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类型和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全区内约20%
的区域受到了中—重度污染，集中分布在固原，渭

北，太原、阳泉、临汾、晋城，淄博、莱芜、济宁一带。

从岩溶水系统角度讲，山西的娘子关泉、晋祠泉、三

姑泉、古堆泉、柳林泉和郭庄泉，山东的趵突泉、十里

泉、大武水源地，河北的黑龙洞泉，淮北岩溶水系统、

江苏的徐州岩溶水源地、宁夏的太阳泉等多个岩溶

水系统都受到较为严重的污染，而山西的神头泉和

兰村泉、河南的荥巩岩溶水系统、北京西山黑龙关泉

等多个岩溶水系统受到了轻微污染，在同一个岩溶

水系统内部，径流排泄区岩溶水的水质一般劣于补

给区，河流渗漏段岩溶水的水质一般劣于非渗漏区。

我国北方岩溶水均为弱碱性水，水质类型以

HCO3-Ca·Mg和HCO3·SO4-Ca·Mg型为主（图 3）。在
鄂尔多斯盆地及周边的陕西、宁夏、甘肃、内蒙一带，

岩溶水水质类型多达 10种以上（图 3），其中以 Cl·
SO4-Na、HCO3·Cl·SO4-Ca·Mg 和 HCO3·Cl·SO4-Na·
Ca·Mg型为主。岩溶水中 TDS、总硬度、SO2-4 、Cl-、Na+
和F-的含量均呈现出最高值。在宁夏太阳泉域，TDS
最高可达 9 g•L-1，总硬度、SO2-4 、Cl-、Na+都远超国家V
类水标准。在宁夏固原，陕西铜川、韩城一带形成了

大面积的氟化物超标区，体现了复杂水文地质背景

下的原生污染。

在山西、河北和河南一带，晋祠泉、娘子关泉、三

姑泉、辛安泉、柳林泉、龙子祠泉和黑龙洞泉岩溶地

下水在径流排泄区呈现出较为普遍的水质恶化现

象。岩溶水水质类型以 SO4·HCO3-Ca·Mg和 SO4-Ca·
Mg型为主。TDS、总硬度和 SO2-4 含量分别超标 2～4. 6
倍、1. 8～4. 1倍和 2. 8～9. 1倍。在坪上泉、娘子关泉、
神头泉、郭庄泉和辛安泉等泉域的局部地段，出现了

较大范围的高硝酸盐岩溶水。特别是在娘子关泉的

阳泉—平定一带，NO-3含量高达105 mg•L-1［14］。
北方岩溶区东部的即京津、山东、徐淮及辽宁一

带，分布有济南岩溶泉群、淄博沣水泉域、肥城岩溶

水系统、巨野—嘉祥岩溶水系统、郭娘泉域和淮北岩

溶水系统。该区岩溶水水质类型以 HCO3·SO4-Ca·
Mg型为主，部分地带形成了中—重度污染区，TDS、
总硬度和 SO2-4 含量分别超标 1. 9～7倍、1. 3～4. 7倍和
1. 2～9倍，NO-2、Cl-、I-、Na+、Fe、Mn在局部地段检出超
标。在降雨充沛、农业活动密集的鲁中南地区，岩溶

水的 NO-3污染尤为突出，约 80%区域内的岩溶水都
受到了NO-3污染（图 4），平均含量高达 59 mg•L-1［15］，
山东的众多岩溶水源地（淄博大武、泰安旧县、枣庄

十里泉、丁庄和东王庄等）的NO-3含量普遍达到 30～
60 mg•L-1［16］。在淄博大武水源地，三氯甲烷、苯等有
机物和氯化物的污染较为严重［8，17］。位于枣庄市中

心的十里泉和丁庄水源地，总硬度、氨氮、总大肠菌

群是岩溶水中的主要超标组分［18］。滨海岩溶区，如

大连大魏家岩溶水源地，受海水入侵的影响，岩溶水

中TDS、Cl-和Na+最高超标1. 9、3. 6和1. 5倍［19-20］。

图2 中国北方部分岩溶水源地水质监测数据动态变化曲线图

Fig. 2 Dynamic curves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of some
karst water sources in northern China

（COD和氨氮的浓度为右轴，其他为左轴）
（COD and ammonia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are on the right axis，and

others are on the left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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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北方岩溶地下水水质类型分区图

Fig. 3 Zonation of karst groundwater quality types in northern China

图4 中国北方岩溶地下水中TDS、SO2 -4 、NO-3、F-浓度超标样点分布图（超出饮用水标准）

Fig. 4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ites with major polluted components (TDS, SO2 -4 , NO-3, F-) in karst groundwater in northern China (below
drinking water standard)

2 北方岩溶水污染来源分析

我国北方典型岩溶水中广泛存在的特征污染组

分是TDS、总硬度和 SO2-4 。部分岩溶地下水中还存在
较为严重的“三氮”（NO-3、NO-2和氨氮）、氟、氯化物、
重金属（Fe和Mn等）、有机物（石油烃和挥发酚等）和
微生物（大肠杆菌群）等污染。一般来说，受岩溶地

层中方解石、白云石以及石膏等矿物溶解作用的控

制，岩溶水的TDS主要由Ca2+、Mg2+、HCO-3和 SO2-4 的含
量共同决定。天然条件下，岩溶水中各阴阳离子的

含量相对稳定或缓慢变化，但在强烈人类活动的影

响下，其浓度的升高往往较为迅速。这主要是由于

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将大量污染物持续输入岩溶含

水层系统；同时，这种输入作用还积极地改变了地下

水中 pH、温度、压强、CO2、O2和微生物等环境条件，加
速了岩溶溶蚀作用，导致岩溶水总硬度不断升高。

作为我国北方岩溶水典型特征污染组分之一，

SO2-4 和Cl-的天然来源主要为奥陶纪地层中夹层蒸发
盐（石膏和盐岩）的溶解。受多次海相沉积旋回的控

制，中奥陶 O2f、O2s和 O2x不同程度地发生蒸发盐沉
积［47］，形成多层石膏带。岩溶水在径流过程中对石

膏或硬石膏和盐岩的大量溶解是我国北方晋祠泉、

柳林泉、古堆泉等岩溶水系统中 SO2-4 的环境本底值
较高的地质环境成因。但采煤活动等对岩溶水中硫

酸盐浓度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对晋祠泉域、柳林泉

域岩溶水中 SO2-4 增量的计算表明［24，48］，沿岩溶水流
径，SO2-4 增量迅速增大，表明除石膏溶解外，岩溶水中
SO2-4 还存在其他来源的补充。对娘子关泉域岩溶水
中 SO2-4 的源解析［49］，发现来源于采煤活动的硫酸盐
比例约为 27. 05%，其余则主要为石膏溶解。基于岩
溶水中硫同位素的分析证明，对岩溶水中的来源进

行探讨，发现柳林泉域排泄区岩溶水中 SO2-4 来源于
石膏的比例约为 73%～88%，来源于硫化物（如黄铁矿
等）的比例约为 12%～27%。在岩溶裸露区和岩溶河
道渗漏区段，受污染的地表水渗漏补给岩溶水，也会

成为SO2-4 污染的主要来源［24］。
通常来说，岩溶水中氯化物和氟化物的浓度均

较低。北方岩溶区西部（鄂尔多斯及周边区域）岩溶

地下水中较高的Cl-、F-含量，可以归结为岩溶地层中
同期沉积的蒸发盐矿物的溶解。但局部岩溶水中较

高的氯化物浓度，则离不开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济

南岩溶水中较高的NO-3和 Cl-浓度，大武水源地氯碱
厂附近岩溶水中Cl浓度高达 562 mg•L-1，焦作九里山

泉域岩溶水中 Cl-含量从 0. 13 g•L-1猛增到 2. 1 g•L-1
（2000年）。上述局部区域岩溶水中异常高的氯化
物，经调查主要来源于与之具有密切水力联系的工

农业废水的渗漏补给［7，50-5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海

水入侵是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局部岩

溶水氯化物污染的另外一种形式。我国北方滨海岩

溶区如大连市大魏家水源地的氯化物超标就属于这

种情况。该处岩溶水中 Cl-含量由陆到海逐渐增大
（介于 93～893 mg•L-1之间），水化学类型也逐渐由
HCO3-Ca型向Cl-Na型转变［19-20］。

我国北方岩溶地层中普遍缺乏含氮矿物。因

此，部分岩溶水中较高的“三氮”含量主要来源于人

类活动，特别是农业活动污染。工农业废水及生活

污水的输入性污染也是岩溶地下水中重金属（Fe、Mn
等）、有机物（石油烃和挥发酚）等组分的主要来源。

由于岩溶水资源是我国北方城市工农业和生活的主

要水源，因此在岩溶区广泛分布有大量的化工、煤

炭、电力、冶金等工业企业。岩溶水中石油烃和挥发

酚等有机物污染均来源于上述采矿、工业生产活动。

济南泉群岩溶区表生土壤中NO-3溯源分析显示，其污
染源主要为粪便类、污水排放和垃圾堆放［50］。由于

大型乙烯工程（化工厂、烯烃厂、氯碱厂、橡胶厂等）

的存在，大武水源地岩溶水中苯、三氯甲烷、四氯化

碳、三氯乙烯等多种石油烃类有机物严重超标，且有

机物种类与污染物来源调查中主要排污企业的污染

物种类一致［8，52］。

3 岩溶水污染途径分析

自然地理、水文气候、地形地貌、污染源的空间

分布、地质构造、岩溶水文地质条件和岩溶水水动力

条件等共同决定着岩溶水的易污或受污风险。我国

北方岩溶覆盖多、埋藏深的结构特征及水力学特

点［53-54］，可以将岩溶水污染途径归纳为三种途径：即

连续入渗型、越流型和间歇入渗型，并示意于中国北

方岩溶地下水污染途径（图7）。
3. 1 连续入渗型

主要指污染物通过岩溶区河道、水库、污水渠、

排污管道破损等引起的垂向渗漏进入岩溶含水层。

3. 1. 1 岩溶区地表水渗漏污染

地表水（河流、水库等）渗漏补给是我国北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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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方岩溶水污染来源分析

我国北方典型岩溶水中广泛存在的特征污染组

分是TDS、总硬度和 SO2-4 。部分岩溶地下水中还存在
较为严重的“三氮”（NO-3、NO-2和氨氮）、氟、氯化物、
重金属（Fe和Mn等）、有机物（石油烃和挥发酚等）和
微生物（大肠杆菌群）等污染。一般来说，受岩溶地

层中方解石、白云石以及石膏等矿物溶解作用的控

制，岩溶水的TDS主要由Ca2+、Mg2+、HCO-3和 SO2-4 的含
量共同决定。天然条件下，岩溶水中各阴阳离子的

含量相对稳定或缓慢变化，但在强烈人类活动的影

响下，其浓度的升高往往较为迅速。这主要是由于

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将大量污染物持续输入岩溶含

水层系统；同时，这种输入作用还积极地改变了地下

水中 pH、温度、压强、CO2、O2和微生物等环境条件，加
速了岩溶溶蚀作用，导致岩溶水总硬度不断升高。

作为我国北方岩溶水典型特征污染组分之一，

SO2-4 和Cl-的天然来源主要为奥陶纪地层中夹层蒸发
盐（石膏和盐岩）的溶解。受多次海相沉积旋回的控

制，中奥陶 O2f、O2s和 O2x不同程度地发生蒸发盐沉
积［47］，形成多层石膏带。岩溶水在径流过程中对石

膏或硬石膏和盐岩的大量溶解是我国北方晋祠泉、

柳林泉、古堆泉等岩溶水系统中 SO2-4 的环境本底值
较高的地质环境成因。但采煤活动等对岩溶水中硫

酸盐浓度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对晋祠泉域、柳林泉

域岩溶水中 SO2-4 增量的计算表明［24，48］，沿岩溶水流
径，SO2-4 增量迅速增大，表明除石膏溶解外，岩溶水中
SO2-4 还存在其他来源的补充。对娘子关泉域岩溶水
中 SO2-4 的源解析［49］，发现来源于采煤活动的硫酸盐
比例约为 27. 05%，其余则主要为石膏溶解。基于岩
溶水中硫同位素的分析证明，对岩溶水中的来源进

行探讨，发现柳林泉域排泄区岩溶水中 SO2-4 来源于
石膏的比例约为 73%～88%，来源于硫化物（如黄铁矿
等）的比例约为 12%～27%。在岩溶裸露区和岩溶河
道渗漏区段，受污染的地表水渗漏补给岩溶水，也会

成为SO2-4 污染的主要来源［24］。
通常来说，岩溶水中氯化物和氟化物的浓度均

较低。北方岩溶区西部（鄂尔多斯及周边区域）岩溶

地下水中较高的Cl-、F-含量，可以归结为岩溶地层中
同期沉积的蒸发盐矿物的溶解。但局部岩溶水中较

高的氯化物浓度，则离不开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济

南岩溶水中较高的NO-3和 Cl-浓度，大武水源地氯碱
厂附近岩溶水中Cl浓度高达 562 mg•L-1，焦作九里山

泉域岩溶水中 Cl-含量从 0. 13 g•L-1猛增到 2. 1 g•L-1
（2000年）。上述局部区域岩溶水中异常高的氯化
物，经调查主要来源于与之具有密切水力联系的工

农业废水的渗漏补给［7，50-5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海

水入侵是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局部岩

溶水氯化物污染的另外一种形式。我国北方滨海岩

溶区如大连市大魏家水源地的氯化物超标就属于这

种情况。该处岩溶水中 Cl-含量由陆到海逐渐增大
（介于 93～893 mg•L-1之间），水化学类型也逐渐由
HCO3-Ca型向Cl-Na型转变［19-20］。

我国北方岩溶地层中普遍缺乏含氮矿物。因

此，部分岩溶水中较高的“三氮”含量主要来源于人

类活动，特别是农业活动污染。工农业废水及生活

污水的输入性污染也是岩溶地下水中重金属（Fe、Mn
等）、有机物（石油烃和挥发酚）等组分的主要来源。

由于岩溶水资源是我国北方城市工农业和生活的主

要水源，因此在岩溶区广泛分布有大量的化工、煤

炭、电力、冶金等工业企业。岩溶水中石油烃和挥发

酚等有机物污染均来源于上述采矿、工业生产活动。

济南泉群岩溶区表生土壤中NO-3溯源分析显示，其污
染源主要为粪便类、污水排放和垃圾堆放［50］。由于

大型乙烯工程（化工厂、烯烃厂、氯碱厂、橡胶厂等）

的存在，大武水源地岩溶水中苯、三氯甲烷、四氯化

碳、三氯乙烯等多种石油烃类有机物严重超标，且有

机物种类与污染物来源调查中主要排污企业的污染

物种类一致［8，52］。

3 岩溶水污染途径分析

自然地理、水文气候、地形地貌、污染源的空间

分布、地质构造、岩溶水文地质条件和岩溶水水动力

条件等共同决定着岩溶水的易污或受污风险。我国

北方岩溶覆盖多、埋藏深的结构特征及水力学特

点［53-54］，可以将岩溶水污染途径归纳为三种途径：即

连续入渗型、越流型和间歇入渗型，并示意于中国北

方岩溶地下水污染途径（图7）。
3. 1 连续入渗型

主要指污染物通过岩溶区河道、水库、污水渠、

排污管道破损等引起的垂向渗漏进入岩溶含水层。

3. 1. 1 岩溶区地表水渗漏污染

地表水（河流、水库等）渗漏补给是我国北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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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区地下水资源的重要补给来源之一。据不完全统

计，我国北方岩溶区有河流渗漏补给岩溶水区段 60
余处（图 5）。如晋祠泉域的汾河渗漏段，天桥泉域
的黄河和红河渗漏段，三姑泉、九里泉的丹河渗漏

段，玉泉山泉在永定河的清水涧—军庄渗漏段，沣水

泉的淄河渗漏段，趵突泉玉符河西渴马—崔马渗漏

段等［55］。其中，天桥泉域内地表水通过渗漏段进入

岩溶水的水量最高时达到 8. 3 m3•s-1，占泉域总排泄
量的 48. 7%［56］。鄂尔多斯盆地周边的 22个岩溶水
系统年接收河流与水库渗漏补给量 6. 14×108 m3，占
总岩溶水资源量的 45%以上。据实测资料计算，柳
林泉域北川河、东川河、南川河和三川河上 6处渗漏
段地表水总入渗量可达到 0. 94 m3•s-1，占全部泉流
量的 42%（1990年）。此外，如娘子关泉域、辛安村
泉域、趵突泉域等，地表水对岩溶水的渗漏补给量也

在 1 m3•s-1以上［57］。总之，北方岩溶区黄河、汾河、洛
河、泾河等大型河流均对所在区的岩溶水系统形成

了大量的渗漏补给。

地表水渗漏引发岩溶水污染的主要诱因是地表

水水质劣化。我国北方岩溶区大部分位于干旱-半
干旱的水资源缺乏区，区内地表水资源具有显著的

季节性特点。受近数十年来工农业活动和城镇化影

响，我国北方岩溶区地表水水质劣化现象严重。初

步估算，受造纸、石油化工、炼焦、食品加工、冶金等

工业排污的影响，黄河流域水功能区污废水年入河

量为 33. 76 亿 m3，其中 COD 169. 5 万 t•a-1，氨氮
11. 4 万 t•a-1。流域入河污染物主要集中在黄河干
流及湟水、汾河、渭河、伊洛河、沁河等主要支流的

大中城市河段。其中，汾河流域水质整体仍呈重度

污染态势。2019年汾河流域 13个监测断面中劣Ⅴ
类断面占比达 62%。流域整体防护性差、天然径流
占比不足是造成汾河水污染防治难度大的根本原

因。在河道径流中，部分时段城镇、农村生活污水和

工业企业废水占比高达 90%以上。同样，泾河水质
污染主要是城区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以及工业

园区、农业产业化过度开发造成的，加之泾河径流量

逐年减少，纳污降解能力减弱，水环境容量和承载力

明显不足．污染超标的主要因子是 COD、氨氮、悬
浮物（SS）和总P，造成严重污染的最主要因素是造
纸、制革企业排放的污水．通过对 13个采样点平水
期各污染指标的分析与评价，得出泾河水质污染比

较严重。现场实地采样取回的水颜色大多呈现出黄

褐色，且具有刺鼻臭味，13处采样监测断面中，Ⅳ

类、Ⅴ类水断面占到总断面的 70％，其中Ⅴ类水体
占到 30％［58］。此外，作为北方岩溶区的主要地表水
系，海河流域的水质状况也不容乐观。2015年海河
流域共接收入河污废水 54. 67 亿m3，包括工业及建
筑废水 22. 61亿m3，生活污水 20. 54亿m3，第三产业
污水 11. 52亿m3［59］，水体主要污染指标为总氮、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等［60］。污染地表河水染渗漏补给

已成为我国北方岩溶地下水最主要的污染途径

之一。

此外，受我国北方岩溶“煤水共存”和岩溶地层

展布特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单斜逆置型”结构的

岩溶水系统而言，上游煤系地层的煤矿排水及“老窑

水”排放进入河道，极易通过下游碳酸盐岩河段发生

渗漏污染（图 6），对岩溶水的水质影响尤为突出。
如太行山西侧诸泉域和鄂尔多斯盆地南缘泉域等。

3. 1. 2 污水渗漏

城镇污水渠或排污管道破损引起的污水渗漏也

是局部岩溶地下水污染的重要途径。生活污水或工

业废水通过渠道或管道渗漏污染地下水是全球范围

内的严重环境污染事件。但由于这种类型的污染通

常较为隐蔽，尚未得到足够重视［61］。特别是在裸露

岩溶区或一些岩溶水埋深较浅的区域，生活污水渗

漏进入岩溶水系统风险巨大，这种形式的污染不可

忽视。对阳泉市南川河和桃河汇流的城郊结合带岩

溶地下水的监测表明，该处岩溶水存在硝酸盐和氯

化物污染现象，推测其可能受到了生活污水的影

响［62］。柳林泉寨东村岩溶水水位埋深仅有 4 m，水
质监测显示氯化物 61. 6 mg•L-1，硝酸盐 18 mg•L-1，
属于典型的生活污水渗漏污染岩溶水现象。趵突泉

岩溶水在济南城区水位埋深较浅，其接受污水渗漏

污染的风险也较大。曾有报道，仅趵突泉公园内即

有污水管道渗漏点 35处［63］，而农牧业和生活污水对
泉域岩溶水的污染贡献也高达11. 8%［64］。
3. 2 越流型

主要指岩溶地下水超采引起的上覆孔隙/裂隙
水对岩溶水的越流补给污染，包括由于煤矿开采引

起的矿坑水/老窑积水对岩溶水的串层污染等。岩
溶水的大规模开采会使岩溶水位快速下降，水动力

条件的变化引起区域水流场的根本性变化，从而形

成局部降落漏斗，使岩溶水的水位低于上覆孔/裂隙
地下水的水位。赋存于上覆含水层的污染地下水在

292

万方数据



乌

。石睡l

37

．Z

5。

宝殍

延安
。

建一 4潮

—竺r

。包头 。张家口

渭南

研兜区

、1‘／
k．一、、r^。

自目目：os(卿)4吼B d
叶堰

。南阳

承德

—／

坊
t天；

o沧州

德州

』蟊争+兰

。开封

唱争
柱

山：漯河一

．浏 招

。阜阳特qS埠

渤

。东

≥／懒

沂

连云港

。宿迁

j佳阴

炉2。 辽
∥m 125。

9阳。

锦州

。 o盘锦

葫芦y～＼营口

皇岛

照

海

连

台
威海

丹

39”

37

青岛 冈研宄区范围
．oJ，L．．．．．．．．_J

’。。区三习岩溶水系统

曰岩溶水系统分界线 ”

[妇河流渗曩段

22。

33

穗积

第 39卷 第 3期 高旭波等：中国北方岩溶地下水污染分析

重力和压力水头的作用下极易穿过天窗或弱透水层

越流补给岩溶水，造成岩溶水污染［65］。此外，不同层

位地下水的混合开采也会促进不同水质水体的混

合，导致岩溶水串层污染。

3. 2. 1 矿坑水/老窑积水串层污染岩溶水

我国北方岩溶水资源分布区，80%以上分布有广
泛的煤系地层，呈现出典型的“煤在楼上，水在楼下”

的结构特点［66-67］。天然条件下，煤系地层水是北方岩

图5 中国北方岩溶区主要河流渗漏区段位置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map showing location of main river leakage sections in karst regions of northern China

图6 中国北方“单斜逆置型”岩溶水系统污染途径示意图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pollution pathways of“monoclinal-inverted type”karst water systems in nor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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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区优质的供水水源。但在煤矿开采活动的影响

下，一大部分煤系地层水被煤矿开采袭夺，煤层中黄

铁矿等硫化矿物在生物氧化作用的参与下，形成了

强酸性、高氟、高 TDS、富含重金属的酸性矿坑废水
（AMD）［68］。尽管在煤系地层/煤矿巷道/采空积水区
与主要岩溶地层之间存在一定厚度的隔水层，但其

厚度变化较大。在某些区域煤系地层与奥陶系岩溶

地层的垂直距离仅有 20～60 m，矿坑突水等往往会
沟通煤层与岩溶含水层。另外，构造裂隙、断层、水

文地质天窗、陷落柱、地裂缝、人工钻孔、废弃水井等

通道的存在也会导致矿坑水与岩溶水产生直接或间

接水力联系［5］，导致矿坑水对岩溶水的越流污染。

如，在晋祠泉域牛家口、旧店头等地的岩溶水中已经

检出了显著的煤矿酸性废水影响的同位素“印迹”
［24］。阳泉市山底河村岩溶水中也已发现了煤矿老窑

水越流或渗漏污染导致的高硫酸根离子浓度。随着

煤矿开采深度的增大（8～12 m•a-1），我国北方地区北
京、开滦、徐州等煤矿［69］已进入深层开采，这将进一

步破坏煤系地层的隔水底板，加强岩溶水与矿井水

之间的水力联系，对岩溶水造成更严重的污染。矿

井闭坑后，废弃酸性矿井水和采空区长时间形成的

老窑积水对岩溶水的水质破坏更加严重、危害更强。

随着我国北方煤矿开采进入衰退期，上百座矿山已

经关闭，各采空区存在不同程度的积水，老窑水的污

染在多地已经初显端倪，正在成为岩溶水潜在的持

久性污染源［5，70］。

3. 2. 2 污染孔/裂隙水越流补给岩溶水

过度开采岩溶水导致我国北方岩溶区内岩溶水

位持续下降。在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渭北、徐淮

等地形成了大面积的超采区和岩溶水降落漏斗。其

中山西省岩溶山区的严重超采区面积为 2 422 km2，
占岩溶泉域总面积的 57. 2%，超采量达到 6 864
万 m3，年平均开采系数在 1. 05～2. 01之间［71］。据统
计，河南省岩溶水超采区总面积达 5 471 km2，其中
一般超采区面积935 km2，严重超采区面积4 536 km2，
主要分布在郑州、许昌、鹤壁、平顶山和焦作一

带［72-73］。由于长期的矿井疏干排水，平顶山矿区在

李口集向斜南翼形成了沿轴向长达 40 km的降落漏
斗［74］，焦作矿区在北朱村—许家坟一带和演马—九

里山一带形成了面积为 10 km2和 84 km2的降落漏
斗［75］。尽管山东省的岩溶水源地超采现象不明显，

但山东莱芜叶马槽水源地、泰安城区水源地等仍均

存在过度开采形成的小范围的岩溶水降落漏斗（漏

斗面积分别为 6～9 km2和 29 km2）［76-77］。河北省岩溶
水超采区目前缺乏详细的统计，但情况也不容乐观。

其中，邢台市岩溶水超采严重，形成的降落漏斗区占

到全市平原区面积的近 60%［73，78-79］。邯郸黑龙洞泉
域内峰峰矿区以峰峰镇、香山镇为中心形成了区域

性大型水位降落漏斗［80］。陕西省渭北岩溶水系统由

于大规模开采形成了两处大型岩溶水降落漏

斗［81-82］。一处以韩城电厂象山水源地为中心，北东—

南西向扩展延伸形成椭圆形降落漏斗，影响半径达

22 km；另一个分布在温汤—袁家坡—育红一带，影
响半径已达 9. 5 km，目前两个漏斗都呈扩展趋势。
徐州的丁楼—茅店水源地和七里沟水源地从 1980
年以来就形成了大面积的岩溶水位漏斗［83］。其中，

丁楼—茅店水源地漏斗区面积达 200 km2，呈逐渐增
加趋势。七里沟水源地近年来逐渐停采，漏斗区面

积从 76 km2缩小到 6 km2，目前仅存在季节性小型降
水漏斗。最近十余年的调查表明，在我国北方岩溶

分布范围较广的煤炭大省山西，广泛存在着浅层孔

隙水越流污染中深层岩溶水的现象。如晋祠泉域的

汾河两岸［24］、长治盆地［84-85］、柳林泉域的三川河两岸

阶地等［26］。山东省泰安市漏斗区岩溶水水质恶化程

度远比非漏斗区剧烈，表现出显著的越流污染效

应［86］。淮北市区岩溶水的持续开采已形成了面积约

为 124 km2的降落漏斗区，随着岩溶水开采量的迅速
增加，更多的孔隙水下渗到下伏岩溶含水层中，漏斗

中心区岩溶地下水中 TDS和总硬度的含量分别以
16. 98 mg•a-1和 6. 36 mg•a-1的速率持续增长［87］。
3. 3 间歇入渗型

主要包括岩溶区，特别是裸露岩溶区固废堆放

引起的淋滤型和污水灌溉引起的渗漏型污染。

3. 3. 1 固废淋溶入渗型污染

在我国北方岩溶裸露区和浅层覆盖区，堆放的

煤矸石、尾矿、工业废渣和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经降

雨淋滤作用，其污染物携带地表水通过松散孔隙介

质或岩溶裂隙进入岩溶含水层。以煤矸石为例，采

煤和洗选煤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一般都直接堆放在

地表，形成大量矸石山。据统计，北方地区煤矸石的

积存量超过 25亿吨，矸石山达到上千座，且主要堆
放在岩溶区。煤矸石在降雨持续淋滤下，产生的污

废水直接或间接进入岩溶含水层，对岩溶水水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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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污染风险。如，河南平顶山矿区矸石山溶滤水的

pH可低至 3，TDS达 3. 6 g•L-1，总硬度 1. 1 g•L-1，SO2-4
达 2. 3 g•L-1，F-为 1. 7 mg•L-1，同时还携带了高浓度的
Ar、Pb、Cr和 Se等重金属离子，对岩溶水构成了重要
的污染风险［88-89］。娘子关泉域内现存有矸石山 21
座，大量煤矸石集中堆放在泉域径流-汇流区，淋滤
后产生的废水通过裸露岩溶或包气带进入岩溶含水

层，造成岩溶水污染。

3. 3. 2 污水灌溉渗漏污染

在灌溉水源缺乏水的地区，污水灌溉作为一种

传统的灌溉方式，也是补充农业用水的重要途径之

一［90］。但由于污灌水大部分前期处理不足，污水中

往往残留大量的重金属、三氮、有机物、洗涤剂、激素

类物质等污染物。污水灌溉不仅会造成土壤和浅层

地下水污水污染，在岩溶区还会通过水循环加剧岩

溶水污染。由于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量先天不足，

因此我国 80%以上的污灌区分布在我国北方地
区［91］。山东省是我国最主要的农业污灌区之一，也

是我国北方岩溶重点分布区之一。污水灌溉和不合

理的施肥已经导致泰安市岩溶水水质显著恶化。而

过量开采岩溶水，进一步激发和加速了岩溶水的污

染进程，并引发了岩溶塌陷等其它环境地质

问题［92］。

4 结 论

我国北方岩溶水总体属于弱碱性水，水质类型

以重碳酸盐型为主，但硫酸盐型水和氯水化物型水

的分布范围有逐渐增加趋势。近年来，受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岩溶水水质持续恶化。岩溶水

中主要污染组分为总硬度、SO2 -4 、F-、NO-3、TDS、重金
属离子（Fe、Mn）、有机物（石油烃和挥发酚）和微生
物（总大肠菌群）等，呈现出显著的人类活动影响

特征。

岩溶水污染由气候、污染源的空间分布、岩溶水

文地质结构和岩溶水动力条件共同决定。依据我国

北方岩溶系统结构及水力学特征，将岩溶水污染途

径概括为：

（1）连续入渗型——主要包括岩溶区地表水（河
流、水库等）渗漏污染，城镇污水渠或排污管道破损

引起的污水渗漏污染；

（2）越流型污染——污染孔/裂隙水（含矿坑水/
老窑积水等）越流污染岩溶水；

（3）间歇入渗型——固废淋溶入渗和污水灌溉
渗漏污染等。

面对我国北方岩溶水污染日益严重的趋势，需

要有针对性地从污染源头、污染途径和污染预防入

手，系统地开展岩溶水污染防治工作。建议进一步

加强岩溶水污染源调查与治理，开展岩溶水脆弱性

评价和重点保护区划定工作，推进岩溶水环境质量

监测网络建设工作。

图7 中国北方岩溶地下水污染途径示意图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shoiwng pollution pathways of karst groundwater in nor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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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karst groundwater pollution in northern China

GAO Xubo1，2，WANG Wanzhou1，HOU Baojun3，GAO Liebo4，ZHANG Jianyou3，ZHANG Songtao3，
LI Chengcheng1，JIANG Chunfang1

（1.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Wuhan，Hubei 430074，China；2. Institute of Karst Geology，
CAGS/Key Laboratory of Karst Dynamics，MNR&GZAR，Guilin，Guangxi 541004，China；3. Shanxi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Center，
Taiyuan，Shanxi 030001，China；4. Shanxi Administration for Niangziguan Spring Catchment，Yangquan，Shanxi 045000，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recent years，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frequent and large-scale
input of environmental substances and energy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of karst water sys-
tems. Consequently the karst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threatened and destroyed to varying degrees，
and the quality of karst water has been deteriorating.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water quality charac-
teristics，pollution status，pollution sources，and pollution pathways of karst water systems in norther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ulphate-type water and chlorohydrate-type water in karst water quality types
in northern China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main pollution components are total hardness，SO2 -4 ，F-，NO-3 and
TDS. Among them，sulfate and nitrate have the largest pollution intensity and range，indicating significant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and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of karst systems in
northern China，the karst water pollution pathway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1）Continuous infiltration type-it
mainly includes leakage pollution of surface water（river，reservoir，etc.）in karst areas，and sewage leakage pollu-
tion caused by the damage of urban sewage channels or sewage pipelines.（2）Overflow pollution type-polluted
pore / fissure water（including pit water / goaf water，etc.）overflows polluted karst water. And（3）intermittent
infiltration type-solid waste leaching seepage and sewage irrigation leakage pollution.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
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of karst water resources and pol-
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Key words karst water system，northern karst，water quality characteristics，karst water pollution，pollution
pathways

（编辑 张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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