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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方法对土壤水同位素和植物水源分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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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理化性质不同的两种土壤（ 壤土与砂土） ，通过烘干后加入已知同位素值的矿泉
水作为参考水进行标记， 组成不同质 量 含 水 量 （ 壤 土： 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３０ ｇ · ｇ －１ ； 砂 土：０． １０
ｇ·ｇ －１ ） 的土⁃水 混 合 物， 随 后 设 置 不 同 的 平 衡 时 间 （ 壤 土： ３、６、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９６ ｈ； 砂 土：
９６ ｈ） ，确保干燥的土壤颗粒与加入的水分达到很好的混合；采用机械离心和真空冷凝抽提法
对平衡后的土壤进行水分提取，并分析其同位素组成．结果表明： 同一含水量、不同平衡时间，
机械离心法提取的土壤水同位素组成没有显著差异，但均比参考水的同位素值富集，氢、氧同
位素最大差异分别可达 ７．３８‰和 １．２４‰；然而，真空冷凝抽提的土壤水同位素比参考水偏贫
化，氢、氧同位素最大差异分别可达 ６．２７‰和 １．０３‰，且在低含水量下，其同位素组成随平衡
时间（２４ ｈ 以内） 的增加贫化程度不断增大，２４ ｈ 以后趋于稳定．随土壤含水量增大，两种提取
方式对土壤水同位素的影响程度减弱；黏粒含量高的壤土水同位素值比黏粒含量低的砂土更
容易受提取方式的影响．通过举例分析发现，提取方式引起的同位素组成差异并不显著影响
植物水源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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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氢氧稳定同位素（ １８ Ｏ 和２ Ｈ） 示踪技术已成为研

则关注较少．以往的研究对平衡时间的考虑基本采

要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土壤水分运动 ［１－３］ 、植物水源

一，但缺乏室内连续平衡时间对稳定同位素组成影

究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 ＳＰＡＣ） 中水分循环的重
划分

［４－６］

、蒸散分割

［７－９］

和地下水补给

［１０－１２］

等生态

用单个分散的平衡时间，从 ４ ｈ 到 ７ ｄ ［２１－２８］ 变化不
响的研究．

近 ２０ 年来，基于植物根系吸水不改变氢氧稳定

水文领域．以上研究必须经历水分提取这一过程，确
保提取过程中水同位素组成不发生改变是应用该技

同位素组成这一理论依据，稳定同位素技术成为分

术的基础．目前常用的提取方式主要包括两类，第一

析植物根系吸水过程与识别水分来源的重要技术手

类为机械法：机械离心、机械压榨

［１３］

；第二类为加热

冷凝法：低温真空冷凝、共沸蒸馏、微波蒸馏等

［１４］

．

不同水分提取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甚至不同
提取方式之间所得的结果差异显著． 因此，探索、比

段，极大地更新了人们对植物吸水规律的认识． 例
如，Ｄａｗｓｏｎ 等 ［２９］ 研究发现，靠近溪水边的植物并不
吸收溪水而显著吸收深层土壤 水； Ｂｒｏｏｋｓ 等 ［３０］ 发
现，植物利用的土壤水分不同于补给河水和地下水

较及评估土壤水分提取方式对氢氧同位素组成的影

的水分，随后，Ｅｖａｒｉｓｔｏ 等 ［３１］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验

响是当前同位素水文学中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证．同时，国内学者运用同位素技术进行植被吸水来

国内外学者针对提取方式对稳定同位素组成产
生的影响进行了大量探索，并比较分析了其差异与
潜在原因．例如 Ｋｅｌｌｎ 等
等

［１７］

［１５］

、Ｗａｌｋｅｒ 等

［１６］

和 Ｏｒｌｏｗｓｋｉ

对机械离心、共沸蒸馏、低温真空冷凝抽提、水

源、量化贡献比例的研究越来越多 ［３２－３４］ ． 但囿于不
同提取方式对稳定同位素组成有显著影响，这种差
异是否会对植物水源划分的结果造成影响关注较
少，亟需研究．

汽平衡、微波蒸馏等水分提取方法进行了系统比较，

综上，本研究基于室内试验设置连续的平衡时

发现同位素组成差异显著，且均存在低含水量下黏

间，分析平衡时间对提取水稳定同位素组成的影响；

粒含量高的土壤水同位素组成变化显著大于砂土的

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提取方式引起的同位素差异是

一致结果，部分认为黏粒含量越高、水分含量越低，

否会显著影响植物水源划分，其结果旨在为稳定同

水分完全提取的难度越大是产生显著差异的重要原

位素技术在水文生态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

因．同时，Ｉｎｇｒａｈａｍ 等 ［１８］ 从不同梯度研究了含水量
对土壤水同位素组成的影响，发现差异主要体现在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低含水量 情 况 下， 认 为 低 含 水 量 的 土 壤 中 层 间 水

１ １

物晶格的结构层之间的水） 的存在会显著影响水分

３４°２０′ Ｎ， １０７°５９′—１０８°０８′ Ｅ） ．该地区属于半湿润

（ 以中性水分子形式存在于某些层状结构硅酸盐矿
提取过程．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土壤水分提取方
式也做了相关探讨，对真空蒸馏提取土壤水的条件
研究发现，土壤质地和含水量会影响提取的土壤水
同位素组成

［１９－２０］

．

以上所有研究均是基于室内的控制性试验，提
取和分析结果均要与加入水的同位素组成比较． 但
加入已知稳定同位素组成的水与干燥土壤是否混合
均匀、达到稳态取决于一定的平衡时间，选择合理的
平衡时间是验证此类试验的根本保证． 干燥的土壤
颗粒与水分子混合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平衡状
态，但多长的平衡时间才能实现土⁃水完全混合平衡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 位 于 陕 西 省 咸 阳 市 杨 凌 区 （ ３４° １４′—

半干旱气候区，以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导，年平均气
温 １２．９ ℃ ，年降水量 ６３５ ｍｍ，降水年际变化较大且
年内分配不均．研究区黄土深厚，母质为中壤质马兰
黄土，土质疏松．
１ ２

样品采集与测定

１ ２ １ 样 品 采 集

供试土壤选取区内桃园壤土

（３４°１７′ Ｎ， １０８° ０４′ Ｅ ） 和 渭 河 砂 土 （ ３４° １４′ Ｎ，

１０８°０４′ Ｅ） ，为了消除土壤有机质对试验产生的额
外干扰与影响，试验去除表层 ０ ～ ４０ ｃｍ 的土壤，取

４０ ～ １００ ｃｍ 的土壤并将其充分混合，土壤颗粒组成
采用吸管法测定，其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１．

１８４２

应

用

生

表 １ 试验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ｓｏｉｌｓ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ｓ

壤土 Ｌｏａｍ
砂土 Ｓａｎｄ

颗粒组成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１００ ｇ －１）
＜２ μｍ
２ ～ ５０ μｍ
≥５０ μｍ
２０．６
１．６

６８．７

１０．７

２．６

９５．８

ｐＨ

电导率
ＥＣ
（μＳ·ｃｍ －１）

７．６

１４１．７

８．５

８３．８

态

学

报

３０ 卷

位素丰度之比（ １８ Ｏ ／ １６ Ｏ 或２ Ｈ ／ １ Ｈ） ．

１ ３

数据分析与处理

１） 平衡时间对土壤水同位素的影响分析（ 以壤

土为例） ：由于 δ １８ Ｏ 和 δ ２ Ｈ 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但
２

Ｈ因分子量较１８ Ｏ 小而对诸多影响因素更为敏感，

因此，以２ Ｈ 为例进行结果分析更具说服力 ［３５］ ；

２） 土壤含水量对土壤水同位素的影响分析：基

供试土壤（ 壤土与砂土） 过 １ ｍｍ 筛后混合均

于两种提取方式，采用平衡时间均为 ９６ ｈ 的壤土试

粒放入容积为 ２５０ ｍＬ 的塑料瓶中， 分别加入 ３０、

３） 再提取水同位素相对于参考水同位素差异

匀，１０５ ℃ 烘干 ７２ ｈ．对于壤土，称取 ２００ ｇ 的土壤颗

验结果予以分析；

４０、６０ ｍＬ 的已知同位素组成的矿泉水作为参考水
（ δ ２ Ｈ： － １００．３５‰ ± ０．３７‰，δ １８ Ｏ： － １４．２２‰ ± ０．１５‰；

的可接受程度评价：基于相似的研究 ［３６－３７］ ，设定测

０．３０ ｇ·ｇ －１ 的土⁃水混合物． 并用封口膜密封后盖上

为是有问题的范围； ｜ Ｚ ｜ ＞５ 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范围．
Ｚ ＝ （ Ｅ －Ｒ） ／ 
ｕ

ｎ ＝ ４） 进行润湿，并混合均匀，分别组成 ０．１５、０．２０、
螺旋瓶盖，在室温（２１ ℃ ） 条件下历经不同时间（ ３、

６、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９６ ｈ） ，每种处理设置 ４ 个重复；砂
土经过 同 样 处 理 后 加 水 湿 润， 含 水 量 定 为 ０． １０
ｇ·ｇ －１ ，平衡时间为 ９６ ｈ．

１ ２ ２ 土壤水分提取与测定

１） 机械离心：将不同

平衡时间的土壤样品混合后，取 １７０ ｇ 放入离心盒．

定标准差（ δ ２ Ｈ： ２‰；δ １８ Ｏ： ０． ２‰） ，利用下式计算
Ｚ⁃ｓｃｏｒｅ，并设定 ｜ Ｚ ｜ ＜２ 为可接受的范围； ｜ Ｚ ｜ ２ － ５ 认
式中： Ｅ 为提取水同位素值；Ｒ 为参考水同位素值；

ｕ 为设定的目标标准差．
４） 提取方式对植物水源划分的影响：以长武果

园地数据为基础数据进行验证．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

利用高速冷却离心机 （ ＣＲ２１Ｇ Ⅱ，ＨＩＴＡＣＨＩ，Ｊａｐａｎ）

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法和 Ｔ⁃
检验法进行显著性比较（ α ＝ ０．０５） ，使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９．０

器最大离心转速（９８１０ ｒ·ｍｉｎ ） ，对应离心时间 ９０

２

存，并用封口膜及时密封，冷藏以备后续样品同位素

２ １

测试．

的变化（ 以壤土为例）

离心盒外壁用封口膜密封，滤纸放置于离心盒底部，
提取土壤水分．为了最大程度提取土壤水分，选择仪
－１

ｍｉｎ，机械离心结束后，将所得水样转移至玻璃瓶储
２） 真空冷凝抽提：将平衡好的土壤样品取其剩

软件作图．

结果与分析
两种提取方式土壤水同位素组成随平衡时间
机械离心所得土壤水同位素值比参考水富集，

余的 ３０ ｇ， 利 用 真 空 抽 提 系 统 进 行 水 分 提 取 （ Ｌｉ⁃

氢同位素差异最大可达 ７．３８‰；而真空冷凝抽提所

间设定为 ２ ｈ．为确保提取水分的可靠性，采用下式

大可达 ６．２７‰（ 图 １Ａ ～ Ｃ） ．针对两种提取方法，在高

２０００， Ｌ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样品加热温度为 ９５ ℃ ，加热时
计算抽提效率：
抽提效率 ＝ （ 湿润土抽提前质量 －湿润土抽提后
质量） ／ （ 湿润土抽提前质量 － 湿润土烘干后质量） ×
１００％

将抽提效率大于 ９８％ 的水样迅速转移至玻璃

瓶进行密封冷藏，以备后续样品同位素组成测定．

所有样品利用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Ｌｏｓ Ｇａｔｏｓ

得土壤水同位素值比参考水贫化，氢同位素差异最
含水量（０．２０、０．３０ ｇ·ｇ －１ ） 条件下，平衡时间对同位
素组成 没 有 显 著 影 响 （ 图 １Ｂ、 Ｃ） ； 但 在 低 含 水 量
（０．１５ ｇ·ｇ －１ ，图 １Ａ） 条件下，平衡时间却表现出不
同的影响：平衡时间对机械离心法提取的土壤水同
位素组成仍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真空提取平衡时间
低于 ２４ ｈ 时，平衡时间的增加显著影响再提取水的
贫化程度，平衡时间超过 ２４ ｈ 时不存在显著影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ＳＡ） 进行水样氢氧稳定同位素测定，仪

２ ２

稳定同位素的含量利用如下公式进行表达：

含水量条件下都对提取的水同位素组成有影响（ 图

器的测量精度为± １．０‰（ Ｈ） 和± ０．２‰（ Ｏ） ，氢氧
２

１８

æ Ｒ ｓａｍ ö
δＸ ＝ ç
－ １ ÷ × １０００‰
è Ｒ ｓｔａ ø
式中： Ｒ ｓａｍ 和 Ｒ ｓｔａ 为样品和维也纳标准海水中重轻同

壤土含水量对提取水同位素组成的影响

与参考水相比，机械离心和真空抽提法在所有
２） ．在低含水量（０．１５ ｇ·ｇ －１ ） 下，机械离心法对土壤
水同位素组成富集程度显著（ 图 ２Ⅰ） ． 对于真空冷
凝 抽提法（ 图２Ⅱ） ，在低含水量（０．１５ ｇ·ｇ －１ ） 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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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含水量基本均落在可接受的范围．

图 ２ 壤土不同含水量下提取水同位素组成的差异
Ｆｉｇ．２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ｌｏａｍ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Ｄ： 参考水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ｔｅｒ． 平衡时间均选择 ９６ ｈ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９６ ｈ．

图 １ 平衡时间对土壤水同位素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ｉｍ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ｏｔｏｐｅ．

Ⅰ： 机械离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ｔｉｏｎ；Ⅱ： 真空冷凝抽提 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ｖａｃｕｕｍ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 土壤含水量 ０．１５ ｇ·ｇ －１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１５
ｇ·ｇ －１ ； Ｂ： 土壤含水量 ０．２０ ｇ·ｇ －１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２０ ｇ·ｇ －１ ；
Ｃ： 土壤含水量 ０．３０ ｇ·ｇ －１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３０ ｇ·ｇ －１ ．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不同小写字母代表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 ＜ ０．０５）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含水量（０．２０ ｇ·ｇ －１ ） 下土壤水同位素贫化程度显
著，但高含水量（０．３０ ｇ·ｇ －１ ） 下不显著．

２ ３

评价

提取方式引起的同位素组成差异可接受程度

图 ３ 为利用 Ｚ 值法定量判断两种土壤水分提

取方法（ 机械离心与真空冷凝抽提） 在不同含水量
下的接受程度．机械离心法所得同位素的 Ｚ 值基本
全部落在第一象限内，且含水量越大，Ｚ 值越接近原
点．同时，高含水量所对应的 Ｚ 值基本全部落在可接
受的区间内；而真空冷凝抽提法所得同位素 Ｚ 值落
在二、三象限内，且含水量越低，Ｚ 值越负．两种提取
方法下，砂土的 Ｚ 值全部落在可接受的区间．对于机
械离心法壤土低含水量全部落在不可接受的范围，
高含水量基本全部落在可接受范围；对于真空冷凝
法，低含水量大多落在有问题这一范围内，中含水量

图 ３ 土壤同位素 Ｚ 值差异分析
Ｆｉｇ．３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Ｚ⁃ｓｃｏ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 砂土土壤含水量 ０．１０ ｇ·ｇ －１ Ｓ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１０ ｇ·ｇ －１ ．
平衡时间均选择 ９６ ｈ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９６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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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提取方法对植物水源划分产生的误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土壤分层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 ｍ）
０～１
１～２

土壤水氢同位素
土壤含水量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真空冷凝
机械离心
（ ｇ·ｇ －１ ） 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ｖａｃｕｕ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ｔｉｏｎ
０．２１

－５４．５２

－４８．４８

０．１４

－６６．６５

－５７．０６

０．２１

２～５

－６４．８６

植物水氢同位素
Ｐｌ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真空冷凝
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ｖａｃｕｕｍ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机械离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ｔｉｏｎ

－６６．２７

－５７．０９

－６６．２７

－５８．８０

贝叶斯模型⁃水源分割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５７．０９

－６６．２７

真空冷凝
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ｖａｃｕｕｍ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机械离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ｔｉｏｎ

０．４６３±０．２５

０．５５２±０．２３

０．１７６±０．１６

－５７．０９

０．１７９±０．１５

０．３６１±０．２３

０．２６９±０．２０

表 ３ 两种提取方式和不同提取水量对提取液态水同位素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ｌｉｑｕｉ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ｏｔｏｐｅ
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真空冷凝
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ｖａｃｕｕｍ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机械离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ｔｉｏｎ

２ ４

δ２ Ｈ
－９９．７３

２ ｍＬ

－９８．９６

δ １８ Ｏ
－１４．１５

δ２ Ｈ
－９９．７４

－１４．１２

－９９．６９

提取 方 式 引 起 的 同 位 素 差 异 对 水 源 划 分 的

影响

选取陕西省长武县 ０ ～ ５ ｍ 的苹果园地土壤剖

面（ 中壤土） ，结合植物水同位素，基于贝叶斯模型
分析了两种水分提取方法对确定植物水源带来的相

对误差（ 表 ２） ． 结果表明，两种提取方式下，研究土

３ ｍＬ

δ １８ Ｏ
－１４．２３

δ２ Ｈ
－

－１４．０５

－９９．８８

５ ｍＬ

δ １８ Ｏ
－

δ２ Ｈ
－

－１４．１１

－９９．７０

７ ｍＬ

δ １８ Ｏ
－
－１４．１７

燥的土体增多，土壤⁃水混合物逐步混合完全，此时，
土壤水同位素代表了低水分条件下所提取的土壤水
同位素，从而显示出一定的差异．说明平衡时间对土
壤水同位素组成不存在直接影响，而是通过间接影
响水分含量改变同位素组成．
机械离心比参考水富集，真空冷凝抽提比参考

壤水对植物水分的贡献最大存在 １０％ 的相对差异，

水贫化，且这种影响含水量越低越显著（ 图 ２、３） ．这

３

富含黏粒的土壤存在层间水（ 以中性水分子形式存

其并不显著影响水源分割比例（ Ｔ⁃ｔｅｓｔ） ．
３ １

讨

论

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３６，４０］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
在于某些层状结构硅酸盐矿物晶格的结构层之间的

平衡时间对提取土壤水稳定同位素的影响
为检验机械离心与真空冷凝抽提过程中是否存

在蒸发分馏效应，对液态水进行了水分提取，结果见
表 ３．提取方式及提取水量并不会显著影响同位素的

组成，测定结果均在仪器测定的误差范围内．说明造

水） ，且低含水量条件下层间水对土壤水同位素产
生显著作用 ［４１］ ． 已有研究证明，黏性土壤含有层间
水，且其同位素是贫化的，这部分水与大气水的交换
较快 ［４２］ ．因此，对于本试验，由于烘干未处于绝对真
空，部分层间水可能滞存于土壤颗粒，尤其对于低含

成机械离心富集、真空冷凝抽提贫化的原因源于土

水量条件，可提取的水量较少，用于层间水交换所占

壤本身的理化性质．

比例较大；同时，对于黏性土壤，颗粒富含矿物离子，

机械离心的结果对平衡时间没有响应，真空冷

真空冷凝抽提发生了相位改变，使得低水分含量下

凝抽提仅在低水分含量下，随平衡时间的增加结果

离子的水合作用、离子交换作用显著，从而使其同位

机械离心过程中土壤孔隙受离心力的作用存在压

水富集，可能是由于机械离心主要是通过短期内压

逐渐贫化，但仅限于 ２４ ｈ 以内（ 图 １） ．这可能是由于
实，加速了干燥土壤颗粒与水分子的接触，同时，整
个离心过程时间相对较长，土⁃水混合充分

［３８－３９］

；但

对于真空冷凝抽提，在低水分条件下，由于黏性土壤
水分入渗速率较低，少量而有效的水分难以在较短
的平衡时间内湿润所有的干燥土体，存在明显的上

素组成显示贫化 ［４３－４４］ ．机械离心法所得结果较参考
力剧增迫使土壤释放水分，而释放的水分多为土壤
孔隙中的自由水 ［３８］ ． 已有研究表明，干燥土壤可以
吸 附 ２％ ～ １５％ 的 水 分， 且 优 先 选 择 吸 附 较 轻 的
水 ［３５］ ．因此，机械离心法提取了较重的水，表现为土
壤水同位素相对富集．

湿下干分离现象，更多表现出上层高含水量条件下

在自然条件下，降雨进入土壤往往不会瞬间达

所提取的水同位素特征，但随平衡时间延长，湿润干

到稳态，如何提取有代表性的土壤水分至今没有标

６期

马小军等： 提取方法对土壤水同位素和植物水源分割的影响

准方法．本研究表明，降雨入渗后，降水同位素与土
壤水不能短时间内充分混合，会造成机械离心与真
空冷凝抽提所得水同位素组成可能存在差异．因此，

［５］

充分混合野外田间采集的土壤样品，有利于减少平
衡时间的影响．

３ ２

提取方式对植物水源划分的影响

［６］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提取方法对土壤水同位
素组成的影响不同，但对植物水源定量判定并不产

生显著影响 （ 表 ３） ． 这与前人结论基本一致 ［３９］ ，说

［ ７］

明提取方法造成的误差不是水源划分误差的主要来

源．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贝叶斯混合模型虽考虑了不
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所需的基础信息较多，单一依
靠氢氧同位素确定植物水分来源显著增大其标准
差，弱化了提取方式引起的差异对水源划分的影响．
因此，如果仅依靠同位素确定水源划分，真空冷凝抽
提与机械离心提取的水分的同位素组成均能满足试
验要求；但如果所得基础信息较多，有多个符合贝叶

［８］
［９］
［１０］

斯模型的先验信息，由于不确定性减弱，则应当考虑
提取方 式 造 成 的 同 位 素 组 成 差 异 对 水 源 分 割 的
影响．
４

结

论

［１１］
［１２］

通过室内控制试验探究了提取方法、平衡时间
和土壤质地对土壤水同位素提取的影响，结果表明，
土⁃水混合平衡时间并不显著影响水同位素提取，而

［１３］

是通过间接改变土壤含水量影响土壤水同位素组
成；不同提取方式对土壤水同位素组成改变的特征
不同，机械离心所得土壤水同位素组成偏富集，真空
冷凝抽提所得土壤水同位素组成偏贫化；两种土壤

［１４］

水分提取方式造成的土壤水同位素组成差异对水源
划分结果虽然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当有多个符合贝
叶斯模型的先验信息时，应当考虑其影响．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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