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岗岩和变质岩中的地下水？ 

 

作者： 

拉夏桑奇·帕特里克（LACHASSAGNE Patrick），法国依云水资源研究所所长，达能水务水

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水资源科学技术主管。 

德万德尔·贝努瓦（DEWANDEL Benoît），蒙彼利埃法国地质矿产调查局（BRGM）含水层

水文地质学专家。 

温斯·罗伯特（WYNS Robert），奥尔良法国地质矿产调查局（BRGM）变质地质学专家。 

 

 

结晶岩或“硬”岩一般是指两种主要类型的古老岩石：一种是深成岩，如花岗

岩；一种是变质岩，如片麻岩、片岩、云母片岩。这些岩石是所有陆地的基础，

因此非常常见。这些岩石的水文地质学性质，尽管最早是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

被认识和研究的，通过过去 20 年的大量研究，目前已得到了很好的表征。本文

讲述了这些岩石是怎样演变成含水层，即含地下水的岩石，以及水文地质学家如

何开发、管理和保护这些水资源。同时重点讲述一个印度的案例，其结晶岩中的

地下水资源对“绿色革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结晶岩中的水资源 

1.1. 结晶岩 

 
图 1. 花岗岩型杂乱。其对应蚀变面中断裂层中较低的部分露出地面。锡多布尔地区，冰斗

湖。[©罗伯特·温斯] 

结晶岩或“硬岩”是那些通常很古老的岩石，形成于几十公里深处，包括有

两种不同的起源。 

深成岩，如花岗岩（图 1），由岩浆（熔化的岩石）在深处缓慢结晶而形成。 

变质岩，如片麻岩、片岩、云母片岩等，是在温度和/或压力的作用下，由原

有的岩石（沉积岩、火山岩、结晶岩）通过转化（再结晶、变形等）而形成的。 

 
图 2. 全球结晶岩暴露区域分布。橙色：结晶岩；黄色：其他类型岩石；蓝色：大陆冰川；

白色：海洋。 



结晶岩一般形成于几亿年前，主要在深度达几十公里的山脉深处。在地貌侵

蚀过程中，这些岩石被带到地表。他们因此是陆地大洲的基础。它们在世界上许

多地方裸露出来（图 2 [1]）：非洲的一大部分、美洲、欧亚大陆、印度的三分之

二区域、澳洲等。在法国，它们形成了常说的“老”地区：阿摩里卡丘陵，法国

中央高原，孚日山脉，阿登高原。同时它们也存在于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

脉，包括科西嘉岛，以及一些海外领地（法属圭亚那，在那里结晶岩占据了几乎

全部 8.35 万平方公里的表土区域、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新喀里多尼亚）。 

1.2. 结晶岩地下水资源的挑战和价值 

当岩石（1）它含有孔隙（岩石孔隙），（2）这些孔隙尺寸足够大（厚度或

直径至少几分之一毫米）同时互相连通（岩石因此是透水的），（3）这些孔隙

含有补充自降水（雨、雪等）的水（此状态被称为水饱和状态）时，它是含水的，

即其包含地下水资源。这个时候这些水被称为“地下水”。 

 

图 3. 使用“潜孔锤”法对花岗岩含水层进行钻探。安得拉邦，印度。[©贝努瓦·德万德

尔] 

一种有限但非常有用的水资源…结晶岩的渗透率中等或较低。相对于多孔介

质（砂、砾石、砂岩等沉积岩）、岩溶（石灰岩）（见“岩溶，石灰岩中的可再

生水资源”）和火山岩含水层，结晶岩含水层的水资源含量有限。结晶岩含水层



中一个钻孔（图 3）或一口井能够提供的水流量通常在 0.5 到 5m3/h，而其它类型

的含水层中的水流量达到几十甚至几百 m3/h。 

结晶岩含水层的这一水流量范围对应发展中国家 400 至 4000 人（25 升/天/

人）和发达国家 50 到 500 人（200 升/天/人）的用水需求。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

下，水量可以很充足，能达到几十 m3/h，能够为拥有数万名居民的城市提供饮用

水（如布列塔尼的普洛埃默尔城）。 

这种水资源在那些缺乏可持续的地表水资源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印度萨赫

勒地区、巴西东北部等）尤其重要，它们通常是当地居民唯一的可利用的水资源。

而在一些有地表水资源的地区（比如圭亚那和赤道非洲），这种地下水由于其更

好的水质和更低的处理成本，也被大家所青睐。 

…方便取用且便宜。 

结晶岩含水层相对较低的产水能力问题能够被一些优势所抵消。 

基底含水层的水资源是较浅的，其深度不超过 100 米，一般只有几十米深。

钻探的成本相对较低，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仅需花费几千甚至几百欧元。 

那些很适用于这类岩石的钻探技术（主要是“潜孔锤”技术，图 3），经久

耐用且成本适中，在近几十年发展迅速，并且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好

地掌握了这门技术。 

基底含水层的水资源在地理上分布较好，几乎可以在任何需要用水的地方

（村庄、灌溉地等）附近钻井（图 3）或者通过多井钻探来增加总流量。以印度

为例[2]，通常每一块稻田都有其自己的灌溉井，所灌溉的田块的大小决定于钻井

的流量。一口井灌溉一块田地，一块接一块。灌溉井的数目决定于总的可用水资

源的量，而该水资源量又与降水补给地下水直接相关。 

由于这种水资源在地理上分布较好，因此十分“分散”。因此，获取这些水

资源不需要在供水管道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即便在大的城区无法适用的话，这些

水资源可供给乡镇地区，甚至大城市的部分区域，保障农业（灌溉）和工业发展。 



此外，由于结晶岩区域底土的水渗透性较低，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含水层来说，

此区域下钻孔对周围区域的影响范围较小（几十米到最多几百米）。因此，只要

保证钻井和水道有着足够的距离（几十到几百米），地下水的开采就不会影响到

地表水的水道流动。与其他类型的区域不同，由于对地表水流的影响较小，在这

种基底区域中能够进行地下水开采。 

制约人类居住环境的水资源 

这些岩石的中低渗透性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降水丰富的结晶岩区域中（例如

布列塔尼、中央高原），地下水面（或测压面-见图 5-岩石完全被地下水填满的

水位）与地面很近，深度最多只有几米。也正是由于低渗透性，其水力坡度（地

下水面的“坡度”）较大，接近地形表面。这一点反映在泉水普遍存在于大多数

地形洼地（尤其是小山谷）和地下水供给十分密集的水文网络（溪流）中，尽管

水流量通常不大（低水位时流量常小于 1 L/s）。因此，需水量一般（小型泉水和

溪流即可满足）的传统的居住地相对比较分散；而需水量更大的集中居住地一般

只会存在于常年性河流的河岸附近。 

在欠湿润的结晶岩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下水很少能冒出地表。传统

上，这些地区一般通过开挖几米深的大直径井获取地下水，开挖区域岩石蚀变严

重，较为松散，工作进行相对容易（见第 2 节）。 

因此，不像在石灰岩地区，传统的居住地一般集中在岩溶泉水附近，在结晶

岩区域，居住地分布更为分散。 

本文下面部分介绍了结晶岩的水文地质特征及其对钻探的影响相关内容：水

井的位置、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等… 

2. 结晶岩是怎样变成含水层的？ 

低渗透性岩石… 

结晶岩本身而言具有低孔隙率和渗透性。对于花岗岩来说，这是因为岩浆结

晶形成岩石的过程未给岩石剩下足够的空间（孔隙）。对于变质岩来说，这是由

于变质过程使得其母岩中可能存在的原始孔隙和渗透率完全丧失。正是由于这样，



这些低渗透性岩石通常被用来储存废弃物，包括放射性废弃物[3]。因为水很难渗

透流过这一类岩石，因此就不容易将储存其中的污染物带到外界环境中。 

 
图 4. 花岗岩断裂层（水平）裂隙示例。右上角房屋高度最多为 3m。普卢马纳赫，阿摩尔

滨海，法国。[©罗伯特·温斯] 

…但是当它们蚀变后就变成了含水层。 

基岩受到压力时就会断裂，只有在破裂后才会生成孔隙并具有渗透性。裂隙，

即岩石断裂，会在其中形成（图 4）。延伸长度从几米到几十米，宽度从几分之

一毫米到几厘米，这些裂隙使得岩石形成孔隙并具有渗透性，进而使得其成为“含

水的”。我们称之为“裂隙渗透性”。这种渗透性的形成过程和一些石灰岩渗透

性的形成过程有一些相似之处：后者通常也不是本身具有渗透性；不过它们的渗

透性不是来源于基岩蚀变和断裂过程，而是由于溶解过程。 

水文地质学家长期以来认为[4]这些裂隙或是由于地质构造（源于板块构造

并影响地壳的应力）或是由于“降压”（其原理是由于侵蚀作用，将岩石带到了

地表，而由于上层覆盖土地的重量下降从而降低其中的压力，进而导致断裂）造

成的。 

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在我们所观察到的条件下“降压”无法使得岩石断裂；

而板块地质构造只能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起作用，并不能解释基岩区域的所



有含水层情况。然而，目前已经表明，正是由于蚀变过程导致了断裂 [5]，[6]，

[7]。 

当岩石暴露在靠近地表位置时（距离地表几十或几百米），岩石会发生变化。

雨水缓慢地渗入并扩散到岩石中，通过溶液不断进行离子交换过程，进而导致组

成岩石的矿物组分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对于基岩的影响十分明显。一些矿物，例

如黑云母（也被称为黑色云母），在基岩中含量丰富，当它们经历这种蚀变矿物

转化过程时体积会增大。这种发生在矿物尺寸级别的体积的增加（约几分之一毫

米）会在岩石尺度上产生应力，导致微裂隙的出现，进而发生岩石断裂（图 4）。 

 
图 5. 蚀变纵断面示意图[7] 

Cuirasse latéritique 红土层，Saprolite 腐泥土，Horizon fracture 断裂层，Roche saine 母岩，

Paléosurface 古地表，Surface piézométrique 测压面，Horizon feuilleté (roches plutoniques) 断
裂层（深成岩），Base de l’horizon fracture (front d'altération) 基底断裂层（风化面），

Discontinuité locale (ancienne fracture d’origine tectonique, filon, contacts entre lithologies 
différentes…) 局部不连续性（古构造裂隙、山脉、不同岩性之间的接面） 

这一作用导致了蚀变纵断面的形成。蚀变层厚度达几十米，多孔且局部具有

渗透性，因此是含水的，并且覆盖在原始（未发生蚀变）且不透水的岩石上。要

形成这样的蚀变纵断面，液态水（既不太干旱也不太寒冷的气候条件，否则水会

挥发或者冻结）和时间（约几百万到几千万年的历史）是必要条件。此外，蚀变

纵断面可以不断增长也是必要的，即蚀变的产物在形成后不会由于侵蚀作用转移。

实际上，蚀变纵断面形成于坡度较浅的区域；在受“过度延伸”效应（山脉的形

成）影响的区域，蚀变纵断面形成后会被侵蚀。在欧洲，此类蚀变纵断面形成于

古生代末（石炭纪和二叠纪）、中生代（下白垩纪）以及新生代初期。这种纵断

面的遗迹在法国的基岩区域都保存较好。 

由上至下，蚀变纵断面包括有（图 5）： 



*红壤或铁铝氧石层。在法国本土地区，这一层常被侵蚀，其对应于由铁和/

或铝氧化物组成的硬化层； 

 
图 6. 采石场中花岗岩的裸露腐泥土。萨尔泰讷地区，科西嘉。[来源：©罗伯特·温斯] 

腐泥土，其厚度可达几十米。母岩经蚀变作用完全转化为粘土或砂粘土；因

此其质地较为松散（图 6）。这部分蚀变纵断面的渗透性较差（断裂层位的裂隙

已经消失，岩石的孔隙小且连通性较差）。但其相对是多孔的，因此含有水。其

孔隙度大约在 1%到 10%之间，即一立方米的岩石中含有 10 到 100 升水；以 30m

厚度来计算的话，每平方米下含有 300 至 3000 升水。这部分的蚀变纵断面提供

地下水存储； 

断裂层（封面图，图 1，图 4）。其厚度也达到了几十米，通常为腐泥土的

两倍。由于其中仅部分矿物发生变化，所以岩石整体仍然保持坚硬状态。断裂层

有许多裂隙，裂隙的数量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减少。因此断裂层是具有渗透性的。

地下水可以在这部分蚀变纵断面中流动。挖井或者钻孔至一个或多个这种渗透级

别的裂隙，其可开采流量可以达到每小时几立方米（m3/h）。由于断裂层孔隙度

（裂隙）较低，仅约 1%，每平方米下整个断裂层的水量仅为几升或几十升。若

腐泥土层富含水，在一定时间后，从钻孔中抽取的水主要来自于其上层的腐泥土。 

更深处，在断裂层以下，母岩是不透水的；但有时，在很少的局部地区，母

岩的不连续性（地质构造本身的旧裂隙、纹理、不同岩性之间的界面…）可能导

致更深的蚀变；在这种情况下，其中可抽取的水也是来自断裂层和腐泥土。总的

来说，除了这几个特定区域，母岩中不包含任何地下水资源。 



总之，基底含水层中的地下水主要存在于两个区域：腐泥土和断裂层。在蚀

变纹理未形成前或因侵蚀作用导致蚀变消失的基底区域，地下水较贫乏。 

3. 怎样开发和管理基底区域的地下水资源？ 

确定在哪里钻孔或者钻井能够获取地下水…近些年开发的探测和绘制蚀变

纵断面的现代方法，能够表征其中包含的含水层，适用于所有的尺度，从一个国

家、地区或者行政区到最小行政区。 

 

图 7. 不同比例尺下不同组成层的基底含水层示例图。图 a：布基纳法索地区约 250×100 km 
区域的腐土层厚度[7]。图 b：特鲁耶尔地区洛泽尔盆地（洛泽尔，法国，700 km2）整个蚀变

区域的地质图：腐泥土厚度从黄色到红色再到到黑色，厚度逐渐增加；断裂层厚度（腐泥土

被完全侵蚀），从深绿到浅绿再到白色（断裂层被完全侵蚀）厚度逐渐降低[7]。 

从国家、地区（图 7a [7]）和行政区（图 7b）尺度，绘制水文地质图使得设

计空间规划政策方案成为可能。哪个地区（或地区的一部分）有充足的地下水资

源，能够依靠其为饮用水、工业、农业供水？相反地，哪个地区需要寻找其他供

水来源，尤其是河流或水坝的地表水。在有地下水的地区，蚀变纵断面的厚度是

多少？同时，我们钻探的深度需要达到多少？钻探的成本是多少？ 

哪些岩石变化程度最大，从而断裂程度最大？最佳的钻探位置在哪？如果不

是紧邻用水地区，供水管道的费用是多少？ 

在断裂区中钻井，与可渗透裂隙相交（连通）的概率是多少？一口与一个或

者多个裂隙相交的水井的水流量为多少？需要多少钻孔才能够满足给定的用水

需求？以及这个项目的成本是多少？ 



 
图 8. 局部尺度上绘制高分辨率蚀变覆盖层的各种应用图解 （可可，圭亚那）[7] 

Décharge 倾倒，Carrière 采石场，Risques de glissements de terrain 滑坡风险，Forage et 
périmètres de protection 钻探和保护范围，Tunnels, tranchées 隧道，沟渠，Cibles pour l'eau 
souterraine 可利用地下水，Lithologies 岩性，Alluvions 冲积岩，Filon de quartz 石英，

Granodiorite (1.Saprolite/2. Roche saine et horizon fracture) 花岗闪长岩（1.腐岩/2.母岩和断裂

层），Roches metamarphiques (1.Saprolite/2.Roche saine et horizon fracture) 变质岩（1.腐岩/2.
母岩和断裂层），Profil d'altération 风化剖面图，Cuirasse latéritique 红土层，Saprolite 腐岩，

Horizon fracture 断裂层 

在公社或者村庄尺度上，水文地质学家采用非常精确的方法：对地表可见的

蚀变纵断面所在区域进行实地观测，同时对底土进行地质物理分析，等等。这能

够帮助其识别误差在几米以内的高产断裂带。在这种工作尺度下，有必要对最合

适的地下水开采钻孔位置进行尽可能精确的定位（图 8）。 

这种对于底土的精确水文地质表征还能够支撑许多其他的实际应用（图 8）： 

在钻建水井的时候，同时建立其保护范围； 

在符合防渗相关法律标准的土地上进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场址选择； 

采石场位置的确定，在该位置处被采石料的厚度尽可能小； 

隧道影响的表征[8]，隧道的建设会使得接近地表的水资源干涸，同时地下水

的过量渗入也会影响隧道的建设； 

土地利用规划中，地质原因风险的考虑； 



等等。 

尽管有这些先进方法，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一些钻孔确实钻至裂隙处，与其

相交，但这些裂缝可能并不具有渗透性。 

…也需要知道如何管理这些水资源… 

一旦在某区域钻一口井或一组井（或者更好是在钻探之前），就必须保证水

资源的可利用性。 

委派至相关基底区域的水文地质学家会评估地下水储量，即通过钻井可以获

得的含水层（基底）地下水量，主要是腐泥土层的水量。我们可以将地下水类比

于地表水，地表水的储量即为河坝中的水量，而这一水量也就是可供开采利用的

水量。 

然而，这样估算是不够的。还需要评估地下水的补给，即这些储量是怎样在

雨季（一般一年一次）得到更新和补充的。我们可以再次将地下水类比于地表水，

地表水的补给是指在大坝水资源部分或完全耗尽后，那部分将大坝重新填满的降

水（雨、雪）量。就地下水而言，它的补给是指那部分渗过底土的降水量。也就

是说，地下水的补给是指总降水除去由蒸发和植物蒸腾作用消耗的降水量（在温

带地区通常占近 50%），以及除去地表径流量。在基底区域，降雨下渗为地下水

资源的量的年均比例从几个百分点到 20%至 30%不等。 

因此，可利用的地下水资源量取决于渗入地下的降水的比例和量，以及补给

区的地表（或“集水区”）面积。通过避免过度开采（即仅开采可再生部分）来

管理地下水资源可以确保开采的可持续性。这被称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含

水层中在雨季储存的水资源，不像地表径流那样会快速流走，而是能够被有效利

用，尤其在地表水资源欠缺的旱季。地下含水层中可利用的水资源量相当于其年

均补给量的几倍（甚至 15 到 20 倍）的水平[9]。地下水储量大，因此能够应对干

旱时期的缺水问题。然而，如果不对其进行可持续性的管理，即过度开发利用，

这些资源会在几年内被耗尽。 

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目前已经开发出了许多水资源管理的方法和工具（印度

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被关注）。这些工具中的数学模型，旨在模拟给定区域的水

文循环。通过分析底土的地质学和水文地质结构、气候条件、水资源利用、可接



受的影响，尤其是地下水开采导致的河流流量的下降等，这些模型能够在评估选

定集水区域的可利用资源量以及构建管理体系和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数学

模型最初是为了沉积岩含水层而开发的。目前在法国，已对阿基坦盆地和巴黎盆

地等沉积岩盆地进行了相关建模。上述相关的发展使得将类似模型应用于地下含

水层成为可能。 

…保护它 

上述的底土知识还能支撑地下含水层优先补给区的绘制工作，并且能够为土

壤截留或净化污染物的能力提供依据。 

这能够帮助制定空间规划政策来保护地下水，例如避免在土壤净化能力较低

的区域从事会带来污染的相关活动。还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甚至应采取那些

恢复地下水退化地区地下水质量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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