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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钙 华 是 在 泉 水 、河 水 、湖 水 、洞 穴 周 围 沉 积 的 非 海 相 碳 酸 钙 沉 积 物 。 钙 华 是 陆 地 水 循 环 过 程

中物质迁移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钙华的形成有助于了解局部水文循环中的物质迁移规律并间接了
解古气候与古水文地质条件。部分温泉的泉口附近沉积有形态多样的钙华。本文综述温泉钙华的
形成过程、钙华沉积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水化学条件是钙华沉积的物质基
础和必要条件，水动力条件是钙华沉积的充分条件，生物效应对钙华沉积起到加强的作用，沉积环境
通过影响水化学条件或水动力条件间接控制钙华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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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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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的碳酸钙沉积物，含有微生物、大型植物和无脊椎动

钙华在广义范围内是指在泉水、河水、湖水或者
洞穴周围沉积的非海相碳酸钙沉积物［1-2］。研究钙华
的形成有助于了解局部水文循环中的物质迁移规律
和间接了解古气候与古水文地质条件，特别是第四
［3-4］

纪气候及水文地质特征

。钙华在全世界都有分

［5］

布 ，但并不是所有的温泉都能形成钙华，实际上大
［6］

多数温泉不沉积钙华，沉积钙华的温泉只占少数 。
碳酸钙沉积物中文专业词汇多用“钙华”表示，英文
［1］

专业名词一般用“Tufa”和“Travertine”。Viles 根据
大量文献资料，对最近一百年来世界各国关于钙华
等碳酸盐沉积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tu⁃
fa”与“travertine”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混用的，总结

物等；
“Travertine”是形成于热水系统的碳酸钙沉积
物，规模一般较小，微型形态丰富。钙华在全世界是
零星分布的，Pentecost［5］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对欧洲

和亚洲部分地区的钙华进行分类。依据形态、成因

和环境等因素将泉水钙华分为 4 类：钙华丘、钙华脊、
钙华瀑布和边石坝，并且认为钙华的形成受到物理、
化 学 和 生 物 因 素 共 同 控 制 。 另 外 ，Pentecost 和

Zhang［7］通过野外踏勘和资料收集，绘制了中国钙华

分布图，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和西藏均有大量钙

华沉积。2005 年 Pentecost［2］对全球钙华的研究目的
与意义及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涉及钙华的形成条
件，起源和矿物组成等方面。

温泉钙华是由含有一定量 Ca2+ 、HCO 3 和游离二
-

前人对钙华的分类标准，主要包括生物、地形条件和

氧化碳的热水出露地表后，由于压力降低，二氧化碳

岩石学等分类标准。另外根据形成钙华的水温不

气体大量逸出，导致碳酸钙在泉口附近过饱和沉淀

同，Ford 将其分为常温沉积钙华（Tufa）和热水沉积
［4］

钙华（Travertine）。他认为“Tufa”是形成于冷水环境

而成［6］。本文主要阐述影响热水钙华沉积的因素，归

结为 4 个方面：水化学条件、水动力条件、生物效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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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环境，并总结温泉钙华成因的研究方法和发展

<0 时，表示方解石未饱和；SIc=0 时，表示方解石处于

趋势。

均衡状态［14］。Lorah 等［15］对美国弗吉尼亚州 Falling 泉

1

进行了水化学研究，根据水样中 Ca2+和 HCO 3 含量，利

用 WATEQF 软 件 计 算 得 出 泉 水 中 二 氧 化 碳 分 压

-

水化学条件
温泉的水化学条件是控制温泉钙华沉积的必要
［6］

条件，它是钙华沉积的内因和物质基础 。在相似的

（pCO2）和方解石饱和指数（SIc），并且发现当方解石
过饱和时并不会立即沉淀，而是当 SIc＞1 时，钙华才

会大量沉积。Dilsiz 等［16］在不同时间段，对沉积钙华

地质背景和气候条件下，泉水达到了一定的水化学

的土耳其 Pamukkale 温泉 3 个泉眼进行取样（编号为

用以下的总反应式描述：

Pm1、Pm2、Pm3 水样 pH 值变化范围为 6~7，水化学类

条件，才可能产生钙华。地球表面的 CaCO3 沉积一般
Ca +2HCO → CaCO（s）
+H2O+CO（g）
3
2
3

2+

（1）

在这个反应中，当 CO2 被生物或者非生物消耗

时，CaCO3 并不会立即沉积。另外，溶液中 CO2 损失可
以用如下反应式表示：

H +HCO → H2CO3→ H2O+CO2（g）
+

3

（2）

随后溶液中 CaCO3 逐渐过饱和，最终使 CaCO3 发

生结核沉积［8］：

Ca2++CO 3 → CaCO（s）
3
2-

（3）

Andreo 等［3］认为钙华的沉积可能会受到同离子

效应的影响，同离子效应是指水中会溶解不同种类
的矿物质，当方解石饱和时，白云石等矿物并不一定
饱和而会继续溶解，这样就有可能水中钙离子会过
饱和导致方解石沉积。Ca2+和 HCO 3 浓度对温泉钙华
-

Pm1、Pm2、Pm3），通过野外实测和实验室检测得知
型为 HCO3⋅SO4-Ca 型，pCO2 值变化范围在 0. 12~1. 16
atm，远远高于大气中 pCO2 值（pCO2=0. 000 3 atm），SIc
为 0. 2~0. 4，Ca2+ 与 HCO 3 含量的毫克当量比值位于
-

1. 0~1. 5。沉积钙华的温泉都含有较高浓度的 CO2 和

较高的 pCO2，在其出露地表时二氧化碳迅速向大气

中释放，CaCO3 逐渐过饱和，有助于钙华的形成［17-18］。
在土耳其 Jandarma 温泉的水化学分析中发现，Ca2+ 和

HCO 3 浓度成正相关关系，而且其当量比值在 1~1. 5
-

之间［19］。Wang 等［20］通过对云南炼场坪温泉钙华的研
究，发现沿着钙华斜坡温泉水流动方向，钙华沉积水

中 Ca2+ 、HCO 3 和 CO2 含量逐渐降低，pH 值逐渐变大，
-

并且源水处当 Ca2+与 HCO 3 含量的毫克当量比值接近
-

且变化不大时，容易沉积钙华，其源水水化学类型为

沉积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浓度的 Ca 和 HCO 有利于

HCO3 ⋅ SO4-Na ⋅ Ca 型 。 Liu 等［21］在 对 云 南 鸡 飞 温 泉

在美国黄石公园沉积钙华的泉水中，Ca 和 HCO 含

的温泉 pH 值一般接近于 7，为中性，水化学类型为

浓度对于钙华的沉积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另外，在

CO2 作为水化学条件中最为敏感的因素，
对 CaCO3

3

2+

温泉钙华的形成。Fouke 等［9］和 Veysey 等［10］相继指出
2+

3

量都比较高，这说明钙华在形成过程中，Ca2+ 和 HCO 3

-

和 其 他 一 些 温 泉 水 样 的 测 试 结 果 ，发 现 沉 积 钙 华
HCO3-Ca⋅Na 型。

相似的环境中，水温接近的情况下，碳酸钙的沉积速

的沉积过程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地下水中 CO2 来源

mg∙L-1 时，碳酸钙的沉积速率极低［11］。沉积钙华的泉

用与植物的呼吸作用均产生 CO2，并溶入流经的地下

水 pH 值降低，从而溶蚀周围碳酸盐岩：

的岩石在地壳深部高温下变质也可以生成 CO2［22］。

率主要是受 Ca2+ 和碱度控制的 ，当 Ca2+ 浓度低于 65
水一般出露于碳酸盐岩地层，CO2 溶于地下水，使得
CaCO（s）
+H2O+CO（g）
→ Ca2++2HCO 3
3
2

-

（4）

比较复杂，但主要来源于土壤。有机质残骸的发酵作
水中。此外，还有深部火山和变质来源，含碳酸盐类
由此可见，满足钙华沉积的水化学条件为泉水

当泉水流出地表时，随着 CO2 的释放，碳酸钙沉

中必须含有一定量的 Ca2+ 、HCO 3 和 CO2，Ca2+ 和 HCO 3

另外，矿物饱和指数对于矿物的沉积、溶解均具

气压，水化学类型主要为 HCO3-Ca 型，pH 值接近于

积［12］
［反应式（1）］。

有重要的指示意义。方解石饱和指数在一定程度上
可 以 指 示 钙 华 沉 积 ，钙 华 沉 积 主 要 取 决 于 Ca2+ 和

HCO 3 浓度，并且溶液中方解石矿物一定要过饱和［13］。
-

方解石饱和指数（SIc）是离子活度积（IAP）与溶解
平衡常数（Kc）比值的对数，表达式为：
SIc=log（IAP/ Kc）

-

-

含量的毫克当量比值大于 1，并且 pCO2 要远远高于大
7，以及 SIc＞0 等。

2

水动力条件
当泉水满足一定的水化学条件时，是否沉积钙

华还取决于水动力条件。因为水动力条件影响着
（5）

当 SIc>0 时，表示方解石饱和，有沉积的趋势；SIc

CO2 的逸出速度，CO2 的逸出速度决定着 CaCO3 的沉积

速率。有利于 CO2 逸出的水动力条件是形成钙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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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条件［6］。

Dreybrodt

水向南东方向顺着坡势蜿蜒而下，泉水围绕附近生

［23］

提出“薄膜水理论”，当水流变薄或者

开阔时，CO2 的逸出速度会提高，CaCO3 沉积会加快。
在相同的沉积环境下，CaCO3 沉积过程的快慢受溶液
的水-气交界面和水深度控制，水气交界面越大，水
深越浅，越有利于 CO2 的逸出，从而可能加快 CaCO3 沉
［24］

积

13

刘海生等：温泉钙华沉积的影响因素

。另外，薄膜水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边石坝的

形成，当水体排出后，自然散开，形成薄水，CO2 的加

快逸出导致 CaCO3 的沉积，水的散开导致动能减少，
这时泥砂和析出的碳酸钙晶体混合物将沉积在地
面。在水退去后，因受水波影响，它们呈一定的弧形
排列，很类似于留在海岸上的沙波，只是这种沉积起
伏很小。水退去后，这些具起伏变化的沉积物被胶
结起来，便成为最原始的雏坝，随着雏坝生长，由慢
到快地形成了边石坝水池［25］。刘再华等［26-28］应用薄
膜理论解释四川黄龙钙华的成因，认为黄龙钙华的

长的植物根茎向下流，在这些根茎上也沉积有钙华。
距温泉出露处约 80 m 处有一陡坎，陡坎高度大于 5
m，在此集中沉积了钙华［33］。天津宝坻区一眼揭露沉
积盆地深层热水井，自流热水至一圆柱形水池，当注

满水池后，热水沿着池外壁向流下，在池外壁上沉积
了钙华，但在热水到达地面呈水平流动时却无钙华
沉积［6］。这些都说明水动力条件对于温泉钙华的形
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3

生物效应
钙华形成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生物作用的影响，

生物条件对于钙华的沉积具有促进作用。钙华沉积
生物因素的控制作用，前人已经有很多研究。

Primc-Habdija 等［34］等通过对 CaCO3 沉积速率和

固着生物的成长速率的研究，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正

情况下，实验室钙华的沉积速率低于四川黄龙钙华

相关关系，但不是线性关系，说明生物对于 CaCO3 沉

形成的速率。但是，笔者认为薄膜水理论一般适用

国以及欧洲一些沉积钙华地区的研究发现，苔藓类

形成受水动力影响较大。因为在相同水化学组分的

积具有促进作用。Pentecost 和 Zhang［35-36］对法国和英

形成的钙华。

植物几乎都生长在 HCO3-Ca 型水里或者附近，并伴

动的速度大于溶质本身的扩散速度，水的运动也会

462 mg∙L-1，pH 值在 6. 9~8. 3。张朝晖和 Pentecost［37］

减薄界面层厚度，因此在水流流速较快的水动力条

区的钙华特点，根据钙华分布环境地貌特点，结合岩

于水流速较慢的条件，尚不能很好地解释高速水流
由于运动的水带动 CO2 和溶质一起运动，这种运

件下，可以加快 CO2 向空气中扩散和 CaCO3 在固体表

面的沉积［29］。张英骏等［30］提出“气泡效应”，认为水
流速的增加导致内部压力相应地减小，当内部压力
减小到一定程度后，水中会出现低压气泡，大量的气

泡促使河水释放 CO2，高速水流的物理化学环境使得
河水沉积 CaCO3。祝安［31］通过野外观察发现 CaCO3 沉

积多发生在急流或浅滩处，提出“掺气效应”，认为急
流的水中带入空气，增加水-气接触面积，CO2 大量逸

出，导致 CaCO3 大量沉积。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高速
水流，但是产生气泡的方式不同，区别在于是内部低
［32］

压造成的或是混入空气形成的气泡。张英骏等

有 钙 华 沉 积 ，HCO 3 离 子 浓 度 变 化 范 围 为 86~
-

从苔藓植物的分类以及种群特征来研究不同岩溶地
溶水源特征和苔藓种类组成，把英国苔藓植物钙华

沉积主要类型划分为 4 种基本类型和 12 种小类型：
①苔藓类植物泉华，包括常温泉苔藓植物钙华、温泉

苔藓植物钙华、海滨苔藓植物钙华和峭壁底部苔藓
植物钙华。②瀑布苔藓植物钙华，包括沟谷苔藓植
物瀑华和峭壁苔藓植物瀑华。③溪流苔藓植物钙
华，包括沟谷溪流苔藓植物钙华和 Cron 苔藓植物钙
华。④洞穴弱光带苔藓植物钙华，包括洞穴泉华、洞
穴钟乳石、洞侧壁瀑布华和洞底滴水钙华。
国内也有大量关于生物因素影响钙华形成的研

研

究，田友萍等［38］认为微生物对钙华沉积的发生和形

究表明，无论是低压气泡还是掺气气泡，都是高速水

成过程的控制作用，是与水动力控制作用共同影响

流的产物，对钙华的沉积有很大影响。上述观点虽

的。其中，生物的控制作用处于十分重要或中心地

然说法不一，但形成机理却相似，都认为是在高速水

位，研究区钙华沉积的发生和形成是微生物的“裂

流的情况下，水-气交界面突然变大，空气进入水中，

点”附生所引起的；
“ 裂点”是指引起水流分离，水流

使环境中的 CO2 分压降低，水中碳酸钙变得过饱和而
沉积下来。

流动比较迅速的薄层水流最利于钙华的形成，
所以钙华常见于温泉泉口附近的斜坡、陡壁和悬崖
处［6］。例如广西温罗温泉，在泉口并无钙华沉积，泉

方向改变的一些突起，蓝藻等藻类容易在“裂点”处
附生，并进行大量繁殖。通过蓝藻的光合作用、拦截
和粘结作用、结壳作用、胶结作用、生物钙化和分泌
作用使得 CaCO3 沉积。Pentecost 和 Zhang［39-40］对中国

四川和贵州等地钙华附近生长的苔藓类植物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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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表明植物茂盛的地区更容易沉积钙华。刘再
华等［41］为了研究生物作用对钙华沉积的影响，选取

云南白水台泉水及其流经的 6 号和 10 号钙华水池作

为研究对象，对上述水体的日动态变化进行自动监
测，其中 6 号钙华水池水生植物生长茂盛，植物茎叶

大部分露出水面，因而这些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在
空中进行，而在水下进行的是根呼吸作用；10 号钙华

水池植物生长在水下，其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均在

水体中进行。监测数据显示，10 号钙华水池白天 pH
值增加，水体的电导率、Ca 、HCO 浓度以及 pCO2 逐
2+

3

CaCO3 的溶解度为 75 mg∙L-1，温度为 15 ℃时，CaCO3
的溶解度降低到 67 mg∙L-1，说明 CaCO3 的溶解度随温

度的升高而降低。Merz-Preiß 等［46］发现在个别地区，
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强，CaCO3 沉积也会增多，这是因

为光照强度的增强可以提高生物的生长速率和活
性，加快其光合作用效率。
除了气候条件外，在活动断层或者曾发生火山
活动地区，地质构造形成的裂隙或者断层更有利于
钙华的形成，并且对钙华的形态具有控制作用；强烈
的地质构造可能切断钙华的原形态，而后继续沉积

渐降低，表明了植物的光合作用确实可以促进钙华

会形成不同形态的钙华［47］。在黄龙钙华景区内，断裂

的沉积。辜寄蓉等［42］对黄龙钙华的研究发现，由于

密集、纵深，岩石破碎，裂隙发育，而且碳酸盐岩地层

园区内水生植被和藻类特别发育，它们光合作用消

分布海拔较高，断层多与非可溶性碳酸盐岩地层接

耗了水中的 CO2 并放出大量的 O2，O2 部分溶解于水，
水合生成 OH ，从而使水中的 pH 值增高，而水中的
-

CaCO3 饱和指数增大，即其溶解量降低，进而促进 Ca⁃
CO3 的沉积。郭云等

［43］

在研究硅藻对石灰华的影响

时提出硅藻控制钙华沉积的 6 种作用：光合作用、拦

触，因而断层、褶皱成为岩溶泉水汇集的场所和运移
的通道。许多岩溶泉水常常沿断层出露，泉眼出露
的地区也是钙华生长的区域，地质构造控制泉水出露
的地方，
即对钙华的形成同样具有控制作用［40］。

温度与 CaCO3 的溶解度呈负相关关系，温度的升

截和粘结作用、结壳作用、胶结作用、生物钙化和分

高会加快钙华的沉积；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强，可以提

泌作用。藻类沉积作用具有综合性，即多种作用同

高生物的生长速率和活性，加快其光合作用效率，

时进行，而藻体表面的 CaCO3 沉积可能具有不同的阶
段性。

生物效应对于钙华的沉积具有较明显的促进作
用，特别是在水流缓慢的情况下，藻类的光合作用消
耗 CO2，使得 pH 值和 HCO 3 离子含量增高，促进钙华
-

的形成；另外植物的根系可以为钙华的沉积提供生
物构架，有利于钙华的沉积。例如广西温罗温泉除
了在陡壁处沉积钙华外，在植物根系发育的地方同
样大量沉积钙华，形成以植物根系为生物构架的沉
积模式［33］。

4

CaCO3 沉积也会增多。

5

总结与展望
钙华沉积受气候环境、地质背景、水的物理化学

性质、生物等多种因素控制，对于不同地区的钙华，
其沉积机制也有差异。温泉钙华沉积的水化学条件
中最主要的是 Ca2+ 浓度和 HCO 3 浓度，其次是 Ca2+ 和
-

HCO 3 的当量比例关系（γCa2+/γHCO 3）和 Ca2+ 和 HCO 3
-

-

-

的百分含量，CO2 浓度及其分压、pH、水化学类型和方

解石饱和指数可以作为辅助的判断条件。利于钙华

沉积环境

的水动力条件一般为流动比较迅速的薄层水流，因

沉积环境主要包括地质背景和气候条件，通过

生物效应对于钙华的沉积具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

而钙华常见于温泉泉口附近的斜坡，陡壁和悬崖处。

控制水化学条件和水动力条件或者生物因素来影响
钙华的沉积。地质背景条件包括地质构造和地层岩
性等；气候条件主要是温度，光照强度和降雨量等。
Pedley 等

通过实验模拟和 WATEQP 软件的计

［44］

特别是在水流缓慢的情况下，藻类的光合作用消耗

CO2，促进钙华的形成；植物根系还可以为钙华的沉
积提供生物构架，利于钙华的沉积。温度与 CaCO3 的

溶解度呈负相关关系，温度升高会加快钙华的沉积。

算，认为当其他变量恒定时，随着温度的升高，碳酸

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强，可以提高生物的生长速率和

饱和指数为 0. 82；当温度升高到 15 ℃时，方解石的饱

钙华的温泉多位于断层附近，是因为这些断层控制

盐的过饱和程度也会提高。温度为 6 ℃时，方解石的

和指数为 0. 95；由此可见，温度是气候条件中影响钙
华沉积最主要的因素。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岩溶

通 过 实 验 发 现 ，在 常 压 下 温 度 为 5 ℃ 时 ，

［45］

研究组

CaCO3 的溶解度为 86 mg∙L ，当温度升高至 10 ℃时，
-1

活性，加快其光合作用效率，促进 CaCO3 沉积。沉积
着地下热水的分布。

未来关于钙华成因的研究应在以下方面予以重
视。①重视与钙华沉积有关的水化学成分，不能仅
局限于主要离子，还应加强对各种离子比例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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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②加强钙华沉积前后温泉水样水化学组分的
研究，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影响钙华沉积的水化学

［13］

chemical and isotopic data. Hydrogeology Journal，2006，14

件，有利于掌握钙华沉积的影响机制。在野外注意

（4）：562-572.
［14］
［15］

Lorah M M，Herman J S. The chemical evolution of a traver⁃
tine-depositing stream： Geochemical processes and mass

证沉积环境对钙华沉积的影响，特别是对全球大区

transfer reactions［J］.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1988，24

域和局部地区气候条件的对比研究。⑥钙华沉积影
响因素复杂，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钙华沉积的影

沈照理，朱宛华，钟佐燊 . 水文地球化学基础［M］。北京：地
质出版社，1993：5-15.

宏观观察生物因素对钙华沉积的影响，还应重视微
生物的结构、生命活动等影响因素。⑤重视实例验

bet［J］. Geological Magazine，2008，145（6）：753-765.

Dilsiz C. Conceptual hydrodynamic model of the Pamukkale
hydrothermal field，southwestern Turkey，based on hydro⁃

因素。③开展实验研究控制钙华沉积的水动力条
观察泉水流量、流速等条件情况。④不应仅局限于

15

（9）：1541-1552.
［16］

响程度，研究一种影响因素时，尽量把握控制变量。

Dilsiz C，Marques J M，Carreira P M M. The impact of hydro⁃
logical changes on travertine deposits related to thermal springs
in the Pamukkale area（SW Turkey）
［J］. Environmental Ge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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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review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deposition of travertines in hot sp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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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vertines or tufas are non-marine carbonate precipitates around springs，rivers，lakes and caves，a

manifestation of material migration in water cycles on lands. Studying the formation of travertines is helpful to un⁃
derstand the material migration regularity in local hydrologic circulation processes and indirectly examine the condi⁃

tions of paleo-climate and paleo-hydrogeology. There are various travertines deposits near some of the hot springs.
This paper presents a brief review on the formation of travertines from hot springs and the main factors controlling

the deposition of travertinesand their interrelation. Research suggests that hydrochemical conditions are the materi⁃
al basi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ravertine deposition，which are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ravertine deposi⁃
tion. Biological effects may accelerate the travertine deposition and th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may indirectly
control the travertine de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hydrochemical or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Key words

hot spring，travertine，hydrochemistry，hydrodynamics，biological effect，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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