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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氧稳定同位素示踪旱区植物水分来源与利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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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吸收和利用水分的模式决定了生态系统对环境水分的响应，示踪不同条件下植物水分来源，可以
为植物水分利用策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在土壤-植被-大气连续体系统水分传输研究中，传统方法越来越不能满足
学者对水分传输机理的了解，而稳定氢氧同位素示踪技术因其高灵敏度和示踪性等特点已成为研究水分运动机制的
重要手段。国内外相关学者已从多时间尺度、不同层次方向来研究，但对不同区域植物水分来源的定量区分、不同
植物的水分利用策略及叶片水同位素分馏机制尚未达成共识。在简述氢氧同位素示踪原理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定
量区分植物水分来源的方法，讨论了不同生境、不同季节、不同生长期、降雨前后的植物水分利用策略和植物叶片
水同位素动力分馏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区域生态用水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手段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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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ponse of ecosystem to environmental water vari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matters of plant
absorbing and using water, and studying and tracing the plant water movement processes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lant water use strategy. In the research of soil plant atmosphere
continuum (SPAC), traditional methods can not satisfy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water transport mechanism more
and more. Meanwhile, the stable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 technology featured in a typical process tracer characteristic and high sensitiv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thod to dig further int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water
movement and transference in SPAC. Scholars in China and overseas have done many researches of water movement
and transference tests under different scales or dimensions, however, the researches such as quantitative division of
plant water sources, water use strategies and the mechanism of leaf water isotope fractionation adapt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have not reached an agreement. In this paper, the studies of plant water source and stable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 fractionation,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plant water use strategies in diverse habitats, different seasons, various plant growth periods and rainfall disturbances, were reviewed systematically.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vegetation degradation an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forest structure.
Key words: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 water source; water use strategy; isotope fractionation
水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植物生长最主要的限制
因子[1]。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水资源日益短缺，区

域降水格局发生了改变[2]，植物吸收和利用水分的
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态系统对环境水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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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响应结果[3]，而对植物水分来源的研究，可以为
植物水分利用格局和土壤-植物-大气系统水分运动
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植物水分来源的方法很多，比如通过直接
对比法确定水源，利用中子仪、茎流计及染色剂示
踪法研究植物-土壤水分运动过程等[4-6]，但这些方
法很难量化。此外，植物根系并不一定在其分布的
所有层次中表现出吸水能力，稳定同位素的研究结
果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并且到目前为止，其他方法
还难以揭示这一现象[7]。稳定氢氧同位素技术作为
一种精确度高、破坏性小的新的研究方法，因其具
有示踪、整合和指示等多项功能，已广泛应用在大
气科学、地球化学、地质学、生态学的许多领域[8-9]，
为确定植物水分来源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因此，
利用氢氧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干旱半干旱地区
植物水分来源，可以更好地了解植物之间的竞争关
系和对不同水源的水分利用模式，对于了解这些地
区生态水文过程、探讨干旱区绿洲化背景下水土资
源高效利用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1

氢氧同位素示踪植物水分来源的原理及
方法

1.1 氢氧同位素示踪原理
同位素是指具有相同质子数，而中子数不同的
同一化学元素。氢、氧稳定同位素作为性质稳定、
无污染且不具破坏性的示踪物，在研究植物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同一
元素、不同同位素原子之间质量不同造成物理化学
性质相异，因此不同时空自然界水体的氢、氧同位
素丰度存在一定变化，使得氢氧同位素定量区分水
分来源成为可能[10]。在植物-土壤-大气连续体（Soil
plant atmosphere continuum, SPAC）中，植物获取的
水分来源主要有降水、凝结水、土壤水和地下水[11]；
土壤水、地下水以及凝结水最初也由降水形成，但
因外界条件的影响，不同水源氢氧同位素值会呈现
显著性差异[12]。而同位素示踪技术主要利用水分子
中氢、氧稳定同位素的指示作用，植物根系在吸收
水分过程时没有发生同位素分馏，通过比较植物茎
（木质部）的水氢同位素（δD）、氧同位素（δ18O）
值与各潜在水源的 δD（δ18O）值，分析植物与各潜
在水源同位素组成关系，从而确定植物水分来源，
判断植物对不同水分来源的利用策略[13]。利用稳定
氢氧同位素技术确定植物水分来源需要满足两个前
提条件：
（1）植物吸收水分过程中不发生分馏现象；
（2）植物吸收利用不同水源之间的同位素值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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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差异[14]。
叶片水参与了植物-大气系统的水分运动，了解
叶片水稳定同位素与各潜在水源的稳定同位素的相
互关系，有助于揭示其在区域水体稳定同位素循环
中的分配与贡献。植物吸收利用水分的模式决定了
生态系统对环境水分的响应[15]，在土壤-植物-大气
系统水分传输机制中，植物蒸腾作用使得土壤水从
根部通过茎秆向叶片迁移，植物中 H 和 O 这两种元
素主要来自于其吸收的水分，而植物中的水分通过
土壤和植物蒸腾过程进入大气，这种水分运动机制
产生不同同位素分馏过程[16-17]。利用氢氧稳定同位
素示踪技术研究植物体中水的分馏过程，将有助于
进一步阐明植物与各潜在水分之间联系，为区域植
物水分利用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2 利用氢氧同位素技术定量区分植物水分来源
的方法
植物体内水分的同位素组成是各潜在水源同位
素组成的结果，因此分析植物木质部水分与各潜在水
源的同位素组成，可以明确植物水分来源以及各水源
对植物水分贡献率大小。国内外学者提出不同方法来
研究不同水源对植物水分贡献率，其中常用方法有二
源或三源混合模型、多源线性混合模型、吸水深度模
型、贝叶斯混合模型以及动态模型（表 1）
。
在遵守同位素质量守恒的前提下，植物水分来
源超过 3 个时，二源或三源混合模型可以简化或合
并水分来源，而多源线性混合模型可以同时比较多
种水分对植物的贡献率[25]；另一方面，多源线性混
合模型在土壤剖面同位素特征单调变化的条件下，
能更清晰判断出水分来源贡献随时间的变化。吸水
深度模型只适用于分析根系吸水的平均深度，不能
分析其他潜在水源的影响[26]，因此多源线性混合模
型与吸水深度模型的结合，能更好地明确植物水分
利用策略。此外，贝叶斯混合模型在研究植物水分
来源的运算时融合了大量的参数因子，考虑到重复
样品的变化幅度，具有较高的准确性[27-28]。Parnell
等[22]指出 MixSIR 模型不能准确地估计各水源的贡
献率，主要是因为运行模型没有附加残差并在运行
前执行了限制条件的 beta 分布，因此提出了与
MixSIR 模型相似的 SIAR 模型。SIAR 模型考虑了同
位素的时空变异性和分馏作用，源的数量不受限制，
并且通过定义混合物水样同位素的数学期望和标准
偏差，减少了各源同位素的不确定性，所以基于贝
叶斯混合模型的 SIAR 模型是一种更加合理的水源
解析方法[27]。MixSIAR 模型综合考虑了每一个源同
位素等信息的不确定性并结合部分先验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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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得出各水源的贡献比例，而且能预测所得比
例的不确定程度，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生态水文学
研究领域，如植物水源分割[29-30]、碳源分割[31-33]等众
多研究。植物水分来源受地形、水文以及气象等因

二源或三源混合模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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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析各水分贡献率，但不能超过 3 个水源，但计算过程
中忽略了各可能水源同位素之间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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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线性混合模型
IsoSource[19]

素影响，不同气候区域变异较大，所以在定量区分
植物水分来源及其贡献率时，需要比较各模型的限
制条件，以确保研究结果科学准确。

表 1 植物水分来源模型
Table 1 Models of plant water source
模型
Model

方法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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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1  [ X n   18Oq  (1  X n )   18OJ ( n )
Y2  (1  tn / d )  tn / d   18On 1

 18O  Y1  Y2

可分析多种水源对植物水分贡献率，并且可以比较各水源
对植物贡献范围，但不能提供植物吸收水分深度
可自行设定土壤垂直间隔，可得出植物平均吸水深度，但
模型不能算出除土壤水之外的水源对植物贡献率
充分考虑了实验过程中源存在的测量误差、时空变异性，
耦合了各源的基本数值与不确定性，其模型计算结果更具
有代表性和准确性；贝叶斯混合模型不受源的数量限制，
实现了多示踪联用进行源分析的跨越，在计算水源贡献比
例中占据很大的优势
考虑到水源的动态变化，可以把每一次降水作为一个独立
的水源，但模型的使用具有局限性，需考虑植物体内水分
衰减期

注：δD(δ18O)：植物木质部水分的稳定氢或氧同位素组成；X1、X2 和 X3：水源在植物所利用的水分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数；
δDi(δ18Oi)：各水源氢氧同位素值；δDp(δ18Op)：植物水中氢氧同位素丰度；f1：水源 i 对植物水分贡献率；Ni：植物根在 Y 深度
处所吸收的水分比例；µ：根在土壤中所吸收水分的平均深度；n：水源数量；Xn： 第 n 次降雨后的其余水源在总水源量中所
占比例；δ18OJ(n)：第 n 次降水的同位素值；tn：第 n 次降水后的时间；δ18On-1：第 n-1 次降水后得到的植物茎杆水中的同位素值
Note：δD (δ18O): stable hydrogen or oxygen isotope composition of plant xylem moisture; X1，X2 and X3: percentage of water in
the total amount of water used by plants; δDi (δ18Oi): water source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 values; δDp(δ18Op):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 abundance in plant water; f1: water source of i contribution rate to plant water; Ni: proportion of water absorbed by
plant roots at Y depth; µ: the average depth of water absorbed by the roots in the soil; n: number of water sources; Xn: proportion of
the remaining water source after the n rainfall in the total water source; δ18OJ(n): isotope value of the n precipitation; tn: time after the
n precipitation; δ18On-1: isotope values in xylem water of plant stems after n-1 precipitation

2

基于氢氧同位素技术的植物水分利用策
略研究

2.1 不同季节的植物水分利用策略
利用氢氧稳定同位素技术能有效地研究植物水
分来源状况，比较不同水源对植物的贡献率，能更
好地探究区域植物水分利用策略[34]。植物对季节性
水分利用的 响应方式不 同，如栓皮 栎（Quercus
variabilis）、欧美杨（Populus euramericanacv）等环
孔材树种在不同季节中水分利用策略有显著变化，春
季对表层土壤水分利用率增加[35-36]；而在秋季，对 0～
20 cm 土层水分吸收相对较少，主要利用 140 cm 以下
的深层土壤水分[37]。此外，夏季地下水位的深度也会
影响植物对雨水的利用率，地下水位越深，植物对雨
水的利用率越高[18]。还有研究认为，植物在旱雨两季
对水源利用比例也存在一定的转换[38]，植物可以通过

转变利用不同深度水源的策略以避免干旱胁迫，如
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在旱季主要利用深层
土壤水分，而在雨季，植物对 0～30 cm 土壤水分的
利用比例增加，对 30～80 cm 土壤水分的利用比例
均减少[39]。以上研究表明，不同季节水分环境的变
化势必会导致季节性干旱地区植物的水分利用策略
发生改变，有些物种通过水分利用的季节性变化来
避免竞争，而植物水分利用策略的改变在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了生态系统对环境水分状况改变时的响应
机制，因此研究不同季节的植物水分利用策略对植
物适应季节性干旱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2.2 不同生长期的植物水分利用策略
Li 等[40]研究表明，在干旱区，60 cm 以下土壤
水分通常表现出夏季低、冬季高的特点，与降水趋
势相反，而且生长期蒸散耗水经常高出同期降水的
补给量。因植物生长发育受到降水、气候条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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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等因素影响，植物在不同生长期的水分利
用策略也存在显著差异。树木生长初期植物水分来
源主要是浅层土壤水，当土壤干旱缺水时，植物主
要利用地下水，而且土壤越干燥植物对地下水的利
用比例越高[41]。半附生植物根据其不同生育阶段会
采取不同的水分利用策略，即在生长初期吸收利用
雾水和附生苔藓层中的水分，生长后期吸收利用土
壤水[42]。有研究表明，干旱区人工杨树的主要吸水
层随植物生长期而变深，在生长末期土壤水分含量
较少时，也受地下水的补给[43]。尽管大部分研究表
明，随着生长期的变化，植物对土壤水利用变深，
但朱建佳等[44]在研究合头草（Sympegma regelii）等
荒漠植物时发现，植物在生长初期以河水和地下水
为主要吸水来源，而在生长中后期，浅层土壤水贡
献率相对较高。尽管不同生长期植物主要利用土壤
水和地下水，但当发生干旱胁迫，浅层土壤水无法
向深层补给时，深根性植物如何改变水分利用策略，
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2.3 降雨前后的植物水分利用策略
降水时空变化将对陆地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45]。
在降雨发生变化后，植物能否有效利用水分，降雨
对植物水分贡献的大小，这些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
关注的重点。降雨作为水分来源的关键因素，对植
物的生长发育有重要意义，而降雨前后土壤水分含
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植物水分利用策略。
降雨前近地面表层蒸发强烈，地表水分含量相对较
小，同位素富集，其测定的表层土壤水分的氢氧同
位素值相对偏大，植物吸收的水源相对较深；降雨
过后，雨水的入渗对土壤水分一定补给，表层土壤
水分含量较高，其表层土壤水对于植被的水分贡献
率较大。在小降水事件(＜10 mm)中，荒漠植物半日
花（Helianthemum songaricum）主要利用浅层土壤
水，霸王（Sarcozygium xanthoxylum）主要利用 20～
80 cm 深层土壤水[46-47]，而在发生较大降雨后，沙
生灌木会通过调整水分利用策略来积极适应干旱环
境，如降雨后巴丹吉林沙漠东南缘白刺（Nitraria
tangutorum）灌丛对地表浅层土壤水分利用比例增
加，对地下水的利用比例减少[48]。王艳莉等[49]的研
究也表明，在发生较大降雨后，柠条（Caragana
korshinskii）和油蒿（Artemisia ordosica）会通过调
整水分利用策略来积极适应干旱环境。同样地，部
分乔木树种如栓皮栎和毛白杨（Populus tomentosa），降雨前主要的吸水层集中在 40～90 cm 土壤深
度，水分贡献率高达 60%以上，其吸水层范围变化
不大；而雨后乔木树种的水分来源总体上较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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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土壤含水率增大，但随着雨水蒸发、水分入渗
以及植物自身需求，植物吸水层逐渐变深[35, 43]。由
于不同区域的降雨事件发生不均衡，所以降水事件
频率增加或减少对植物水分利用策略的影响并未形
成较为统一的结论。
2.4 不同生境的植物水分利用策略
植物在不同生境中对土壤水分利用存在由深到
浅的变化规律表现为：荒漠＞过渡带＞绿洲，不同
生境同种植物也存在同样现象，说明植物可以利用
氢氧稳定同位素来研究区域性绿洲化、荒漠化过程
[50]
。荒漠植物如一年生植物和肉质植物只利用夏季
降水，多年生植物利用夏季降水和深层土壤水；深
根系多年生植物利用地下水和冬季残留的土壤水分
[51]
。而对于受干旱胁迫影响大的荒漠地区，降雨量
不同的两个地区的荒漠植物都以土壤水为主要吸水
来源，而在吸收水分的土壤深度有所差异[52]，如合
头草在降雨量多的地区主要利用浅层土壤水，在降
雨相对匮乏的地区则对各层土壤水均有利用。在过
渡带地区，如桂西北石灰岩地区次生林群落的典型
乔木林、灌木林主要水分来源以浅层裂隙存储雨水
和降雨储存为主[53]。对于干旱、半干旱喀斯特地区，
植物对多样化水源的利用，能够有效地将不同储水
单元的水文调蓄能力衔接起来，从而最大化整个植
被-土壤-岩石系统的水文生态功能[54]。有研究发现干
旱区和山地河岸树木并不利用河水，长期储存在土
壤中的降水才是河岸树木的稳定水源[55-56]，如河岸
灌木多枝柽柳（Tamarix ramosissima）随干旱不断加
剧，其利用的水源由地下水转为土壤水[57]；而高海
拔 地 区 生 长 在 河 岸 边 的 具 鳞 水 柏 枝 （ Myricaria
squamosa）则对地下水和河水的依赖程度较高，距
离河岸约 100 m 时则对土壤水的利用量较多，反映
出生长在不同生境中的植物对特定水分条件的特殊
适应结果[58]。此外，降水充足时，植物不仅有更为
长久有效的水分利用策略，也为该区域地下水提供
水分补给[59]。新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植物根系还可
以将表层土壤水分运输到深层土壤，为深层根系提
供水分供应[60]。研究土壤-地下水系统中的水资源变
化过程将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植物-土壤水循环机理，
可以实现区域降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3

植物水分运动中叶片水同位素分馏研究

3.1 植物叶片蒸腾氢氧同位素分馏
植物叶片水同位素富集与分馏是影响大气中的
水汽、氧气、二氧化碳以及植物有机物氢氧同位素
组成的重要过程[61]，叶片水同位素分馏与富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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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气水汽同位素比值密切相关[62]（图 1）。以往研
究由于大气水汽同位素实测数量少，缺乏基于野外
试验条件的富集的控制机制研究，导致叶片氢氧稳
定同位素富集机制研究多集中于模型研究。模型研
究表明，大气水汽氢氧同位素受植物蒸腾影响，而
大气相对湿度和气温则通过影响叶片气孔导度和叶
温来调控叶片水同位素动力分馏过程[62-63]。试验研
究表明，在植物蒸腾过程中，叶片水δ18O 和δD
受动力分馏影响，叶片水稳定同位素动力分馏的强
弱程度可以由不同植物叶片水蒸腾线斜率的大小来
指示[64]，在半干旱地区，多数植物叶片蒸腾线斜率
介于 1.5～3.2 之间[65-66]，斜率越低，蒸腾过程中动
力分馏越明显，而且斜率较小的植物叶片水稳定同
位素与当地的气温和相对湿度的相关性更显著。也
有学者研究表明，落叶松
（Larix sibirica）叶片水 δ18O
与空气水汽压亏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67]，常绿
植物侧柏和落叶植物连翘（Forsythia suspensa）叶
片水 δ18O 与风速呈显著负相关[68]。落叶植物更容易
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相对于常绿植物，落叶植物
中叶片水 δ18O 变化幅度更大，并更富集[69]。此外，
Yu 等[70]研究青藏高原川滇高山栎（Quercus aquifolioides）时，发现叶片水 δD 相比 δ18O 更能反映降
水特征，并且叶片水 δD 对印度季风活动更敏感。
目前，如何定量描述植物叶片水同位素富集过程，
阐明植物叶片蒸腾氢氧同位素分馏机制，是全球气
候变化背景下大气水循环研究的前沿问题。
3.2 植物叶片水同位素富集的模拟
植物叶片水同位素通过 18O 的富集信号传递光
合作用释放 O2 和 CO2，因此植物叶片水 H218O 富集
对大气中 O2 和 CO2 的 18O 收支有着重要的影响[71]。
为提高对植物叶片水 H218O 富集的模拟，目前常用
的估算模型有 Craig-Gordon 模型、Dongmann 模型
以及 Farquhar-Cernusak 模型。部分学者利用稳态假
设，对植物叶片水 H218O 富集过程进行了预测，设
定叶片蒸腾水的氧同位素与植物茎水的氧同位素值
相等，叶片水含量为常数，得到植物蒸腾
Craig-Gordon 模型[72]。Lee 等[73]在研究中发现，因
叶片蒸腾水的氧同位素随时间的变化存在差异，只有
正午时植物叶片蒸腾同位素值与植物木质部水同位
素值接近于稳定状态，所以 Craig-Gordon 模型的假设
条件并不能完全得到满足。Lai 等[74]利用同位素稳态
假设 Craig-Gordon 模型研究太平洋西北地区针叶林叶
片水的同位素值时发现，稳态模型会高估叶片蒸腾稳
定同位素值通量。Dongmann 模型则探讨了植物蒸腾
的非稳态效应，Lee 等[73]在研究偏离稳定假设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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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时发现，只有在大气相对湿度不饱和时，才能确
保偏离稳态状态的实现。Farquhar-Cernusak 模型在模
拟同位素富集时没有做稳定假设，并认为同位素在叶
片富集较高，离木质部越近富集程度越低，叶片同位
素的组成并不均衡 [75] 。Farquhar-Cernusak 模型将
Péclet 效应考虑其中，并通过质量守恒方程测得模
型未知量，克服了稳态假设模型的闭合难题。由于
大气水汽取样的数量和仪器设备等限制，所有研究
都局限于短期试验和较粗的时间尺度下，这使得植
物叶片水 H218O 富集过程和机制方面还有许多问题
亟待研究。
“重”同位素在凝结过程中优先凝结

大气
1

H1H18O质量数20

1

H2H16O质量数19

1

H1H16O质量数18

土壤
“轻”同位素在蒸发过程中优先蒸发

Figure 1

4

图 1 氢氧同位素分馏过程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 fractionation process

研究展望

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SPAC）水分传输过程
研究是阐明干旱区植物水分利用策略以及植物对干
旱环境适应机制的基础。将氢、氧稳定同位素理论
与方法引入到植物水分来源、SPAC 系统水分运动、
循环过程研究中来，可以分析出植物水分的输入也
可通过分馏现象掌握植物水分输出过程，解决了传
统试验方法不能直接、有效研究水循环过程的难题。
稳定同位素技术的应用将极大地推进陆地生态
水循环研究进展，为区域水资源高效利用提供新的
研究手段，并将更好地促进生态水文学、水土保持
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现阶段广
大的研究学者对植物水分来源方面的研究比较广
泛，但大多限于一些基础性、探索性的工作，涉及
面窄、研究深度不足，加上天然氢氧同位素的组成
对环境信息极其敏感，尤其采样、预处理、测定等
环节易受到蒸发和污染，导致试验数据误差大，观
测到的现象无法进行深入挖掘和阐释。未来该领域
研究的重点主要如下：
（1）叶片水的氢氧同位素分馏模型主要单一地
建立在叶片尺度上，叶片水同位素富集在冠层尺度
的研究还很少见，所以通过氢氧同位素示踪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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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植物叶片分馏仍需要深入探索。此外，结合土壤植物系统养分循环、大气水循环过程等方面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阐明植物水分利用效率、水肥耦合机制。
（2）研究植物水分利用策略还需要结合不同生
境土壤养分条件以及植物水分生理特征进行综合分
析，以期揭示水分转化、养分循环与植物水分利用
的关系。此外，结合微气象环境、同位素水汽输送
过程以及水汽来源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加准确地
分析大气水同位素的时空变化及大气降水对植物土壤系统水分运动规律的影响。
（3）为避免天然稳定同位素试验误差大的弊
端，未来还可以通过人工添加如富集氘的重水来追
踪不同来源水分在土壤水入渗、蒸发以及植物吸收
利用、蒸腾耗水过程中的变化，为区域生态用水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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