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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重金属是近海环境中 主要的污染物之一袁
进入海洋的重金属污染物绝大部分富集在沉积物

中袁因此沉积物被认为是海洋环境中重金属 终

的蓄积地咱员鄄圆暂 袁而河口和近海为重金属污染物的主

要宿地咱猿鄄远暂 遥 近年来袁很多学者对珠江口尧长江口尧
黄海尧渤海等河口和近海表层沉积物开展了重金

属地球化学研究咱苑鄄员猿暂 遥
莱州湾是渤海三个海湾之一袁是十分重要的鱼

类产卵尧索饵尧肥育场袁被誉为渤尧黄尧东海渔业生物

资源发生量的发源地咱员源鄄员缘暂 袁随着莱州湾沿岸经济的

快速发展袁含有重金属元素的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

大量排放袁其中每年由黄河尧小清河携带入海的重

金属污染物就多达 员 园园园 贼咱员远暂 袁这极大威胁着莱州

湾的渔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咱员苑暂 遥 因此袁开展本

区沉积物中重金属分布特征及环境质量研究等问

题成为目前环境科学领域中的重要任务遥
多年来袁前人对莱州湾重金属研究大都局限

于近岸潮滩部分及黄河河口段咱员愿鄄圆圆暂 袁专门针对本

区近海海域重金属的研究较少袁其中胡宁静尧刘
峰尧罗先香咱员苑袁圆猿鄄圆源暂 等人分别对莱州湾沉积物中重

金属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袁然而以上的调查一是

时间已久袁二是数据较少袁不能全面的反映莱州湾

目前污染情况遥 为此本文基于莱州湾 员缘源 个表层

沉积物地球化学分析数据袁结合相关地质资料袁分
析莱州湾表层沉积物重金属的分布规律及其来

源袁采用尼梅罗综合指数法进行评价袁以期为科学

治理莱州湾海域污染提供依据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采样站位与时间

调查时间为 圆园员圆 年 怨 月 耀 员园 月袁调查区域

为 猿苑援 圆 耀 猿苑援 怨毅晕袁员员怨援 员 耀 员圆园援 圆毅耘渊如图 员冤遥 在

此区域布设 员缘源 个站位袁每个站位采样 逸员 噪早袁在
聚乙烯袋内分开保存海底以下 园 耀 缘 糟皂 和 缘 耀 员园
糟皂 的样品渊缘 耀 员园 糟皂 为备样冤遥 所有样品都要进

行现场描述和测试袁描述内容包括沉积物的颜色尧
气味尧含有物尧粒径及现场定名等曰所取样品应按

规定进行标识和存放遥

图 员摇 莱州湾表层沉积物采样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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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造圆韵猿尧悦怎尧孕遭尧在灶曰等离子质谱法渊陨悦孕鄄酝杂冤测定 悦则尧悦凿曰
原子荧光光谱法渊粤云冤测定 粤泽尧匀早曰容量法渊灾韵蕴冤
测定 栽韵悦袁粒度分析仪渊酝葬泽贼藻则泽蚤扎藻则 圆园园园冤测定沉积

物的粒度组成遥 分析结果的判别标准执行叶地质矿

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曳渊阅在 辕 栽园员猿园鄄圆园园远冤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重金属分布特征与来源分析

圆援 员援 员摇 重金属含量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沉积物质量规

范曳渊郧月 员愿远远愿鄄圆园园圆冤袁对 悦怎尧孕遭尧在灶尧悦则尧粤泽尧匀早 和

悦凿 等 苑 种元素的含量进行分析评价袁统计特征见

表 员遥 由表 员 可以看出袁悦怎尧孕遭尧在灶尧悦则尧粤泽尧匀早尧悦凿
等 苑 种元素平均含量分别为 圆员援 怨远 伊 员园 原远尧
圆员郾 怨怨 伊 员园 原远尧 远园援 源员 伊 员园 原远尧 远园援 园园 伊 员园 原远尧
员圆援 远源 伊 员园 原远尧园援 园缘员 伊 员园 原远尧园援 员圆 伊 员园 原远曰重金属

平均含量均小于一类标准袁 大值均小于二类标

准袁其中 悦怎尧粤泽尧匀早 元素 大值稍高于一类标准曰
匀早 元素的变异系数为 园援 源怨袁而其余元素的系数均

小于 园援 猿缘袁说明 匀早 元素空间分布相对不均匀尧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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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性较大袁其他元素空间分布较均匀尧离散性较小遥
表 员摇 莱州湾表层沉积物重金属的统计特征值

栽葬遭援 员 匀藻葬增赠 皂藻贼葬造泽 糟燥灶贼藻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泽怎则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泽 燥枣 蕴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特征值

憎 辕 伊 员园 原远

悦怎 孕遭 在灶 悦则 粤泽 匀早 悦凿
小值 怨 员员 猿员援 愿 猿远援 愿 苑援 员 园援 园员 园援 园远
大值 猿远援 猿 源员援 苑 怨苑 苑怨 圆员援 苑 园援 员猿 园援 圆缘

平均值 圆员援 怨远 圆员援 怨怨 远园援 源员 远园援 园园 员圆援 远源 园援 园缘员 园援 员圆
一类标准 猿缘援 园 远园援 园 员缘园援 园 愿园援 园 圆园援 园 园援 圆园 园援 缘园
二类标准 员园园援 园 员猿园援 园 猿缘园援 园 员缘园援 园 远缘援 园 园援 缘园 员援 缘园
标准差 远援 员缘 缘援 源圆 员远援 员怨 愿援 远缘 圆援 员远 园援 园圆缘 园援 园源员
峰度 原 园援 苑缘 员援 员愿 原 园援 怨远 原 园援 员愿 员援 缘源 园援 源怨愿 园援 员猿圆
偏度 园援 员远 园援 苑源 园援 圆远 原 园援 猿圆 园援 源缘 员援 园圆员 园援 愿圆愿
变异系数 园援 圆愿 园援 圆缘 园援 圆苑 园援 员源 园援 员苑 园援 源怨 园援 猿源
渤海咱圆缘暂 圆圆援 园园 圆园援 园园 远源援 园园 缘苑援 园园 怨援 园园 园援 园猿远 园援 园怨园
中国浅海咱圆缘暂 员缘援 园园 圆园援 园园 远缘援 园园 远园援 园园 苑援 苑园 园援 园圆缘 园援 园远缘

摇 摇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 悦怎尧孕遭尧在灶尧
悦则尧粤泽尧匀早 和 悦凿 等 苑 种元素的平均值与渤海值相

近袁与中国海域差距较大袁为了直观的反映元素的

贫化与富集程度袁一般采用富集系数 运渊本地区沉

积物中与其他地区沉积物中含量的比值冤来比

较咱圆远暂 渊表 圆冤遥 一般认为 运 越 园援 苑缘 耀 员援 缘 时为接

近袁运 约园援 苑缘 时为贫化袁运 越 园援 缘 耀 园援 苑缘 时为弱贫

化袁运 约 园援 圆缘 时为异常贫化曰运 跃 员援 缘 时为富集袁运
越员援 缘 耀 圆 时为弱富集袁运 越 圆 耀 源 时为强富集袁运 跃
源 时为异常富集遥

表 圆摇 莱州湾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元素富集系数

栽葬遭援 圆 耘灶则蚤糟澡皂藻灶贼 枣葬糟贼燥则 燥枣 澡藻葬增赠 皂藻贼葬造 藻造藻皂藻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泽怎则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泽 燥枣 蕴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研究区域

悦怎 孕遭 在灶 悦则 粤泽 匀早 悦凿
平均 运 平均 运 平均 运 平均 运 平均 运 平均 运 平均 运

黄河咱圆苑暂 员猿 员援 远怨 员缘 员援 源苑 源园 员援 缘员 远园 员援 园园 苑援 缘 员援 远怨 园援 园员缘 猿援 源苑 园援 园苑苑 员援 缘远
渤海咱圆远暂 圆圆援 园园 员援 园园 圆园援 园园 员援 员园 远源援 园园 园援 怨缘 缘苑援 园园 员援 园缘 怨援 园 员援 源员 园援 园猿远 员援 源源 园援 园怨园 员援 猿猿
中国浅海咱圆远暂 员缘 员援 源苑 圆园 员援 员园 远缘 园援 怨猿 远园 员援 园园 苑援 苑 员援 远缘 园援 园圆缘 圆援 园愿 园援 园远缘 员援 愿缘
国际咱圆苑暂 猿缘 园援 远猿 远园 园援 猿苑 员缘园 园援 源园 愿园 园援 苑缘 圆园 园援 远猿 园援 圆 园援 圆远 园援 缘 园援 圆源

摇 摇 注院各元素平均值单位院 伊 员园 原 远

摇 摇 渊员冤与黄河沉积物相比袁所有元素的富集系

数都大于 员袁其中 孕遭尧悦则 的富集系数为 员援 园园 耀
员郾 缘袁与黄河沉积物接近袁悦怎尧在灶尧粤泽尧悦凿 和 匀早 的

富集系数均大于 员援 缘袁为富集遥 黄河沉积物可能

是该区重金属的来源之一遥
渊圆冤与渤海相比袁所有元素的 运 值都在 园援 苑缘

耀 员援 缘 之间袁为接近遥
渊猿冤与中国近海相比袁悦怎尧孕遭尧在灶尧悦则 的富集

系数在 园援 苑缘 耀 员援 缘 之间袁为接近袁粤泽尧匀早尧悦凿 的富

集系数大于 员援 缘袁为富集遥
渊源冤与国际海域相比袁这些元素的 运 值都小

于 园援 苑缘袁为弱贫化遥
将本次研究数据与历年数据比较袁如表 猿遥

近十年袁悦怎 元素平均含量明显增加袁悦凿 元素平均

含量先减少后增加袁匀早 元素平均含量略有减少袁
其余元素平均含量增速减慢袁总体上莱州湾海域

的污染有上升趋势袁但增速减缓遥

表 猿摇 莱州湾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历年比较

栽葬遭援 猿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贼澡藻 糟葬造藻灶凿葬则 赠藻葬则 蚤灶 贼澡藻 泽怎则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泽 燥枣 蕴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憎 辕 伊 员园 原 远

悦怎 孕遭 在灶 悦则 粤泽 匀早 悦凿 取样日期

圆员援 怨远 圆员援 怨怨 远园援 源员 远园援 园园 员圆援 远源 园援 园缘员 园援 员圆 圆园员圆 年咱本文暂
员猿援 猿 圆园援 圆 缘怨援 源 缘苑援 员 员猿援 员 园援 园缘猿 园援 园愿员 圆园园苑 年咱员苑暂
员园援 猿缘 怨援 怨 猿源援 愿猿 要 要 要 园援 员源 圆园园圆 年咱圆猿暂

圆援 员援 圆摇 重金属分布特征

悦怎尧孕遭尧在灶尧悦则尧粤泽尧匀早 和 悦凿 等重金属含量分

布见图 圆遥 由图 圆 可以看出袁悦怎尧孕遭尧在灶 分布特征

相近袁均在东北部海域有两个高值区袁西部海域有



第 猿 期 郑懿珉袁等院莱州湾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分布特征及生态环境评价 猿缘苑摇摇

图 圆摇 莱州湾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分布

云蚤早援 圆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责葬贼贼藻则泽 燥枣 澡藻葬增赠 皂藻贼葬造泽 蚤灶 贼澡藻 泽怎则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泽 燥枣 蕴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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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 个高值区袁各高值区分布相对独立袁未连接成

片袁其中西部海域的 猿 个高值区分别是黄河入海

口附近海域尧老黄河入海口附近海域及小清河入

海口附近海域遥 悦则尧悦凿 分布特征相近袁黄河入海

口附近海域含量 高袁其次老黄河入海口附近海

域及小清河入海口附近海域连接成片尧含量较高袁
东南部海域含量 低遥 粤泽尧匀早 分布特征相近袁小
清河入海口附近海域及老黄河入海口附近海域连

接成片尧含量 高袁其次黄河入海口附近海域含量

较高袁其他海域含量较低遥 从总体上看袁空间分布

特征表现为重金属高值区在莱州湾的西部海域遥
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分布特征与海湾的水动

力要素尧沿岸河流注入尧沿岸生活污水排放尧沿岸

工业废物的排放等条件有关咱圆愿暂 遥 莱州湾表层沉

积物中重金属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湾内潮流运动规

律和入海河流有着直接的关系咱圆源暂 遥 莱州湾西部

海域潮流运动以往复流为主袁黄河口淡水径流沿

岸向南扩散袁小清河口等淡水径流向北扩散袁在莱

州湾西部海域形成相对低盐度区袁集中了高浊度

的水袁由河流入海的悬浮泥沙及其污染物在此沉

积咱圆源袁圆怨鄄猿圆暂 遥 其中重金属 悦则尧粤泽尧匀早尧悦凿 元素在莱

州湾西部海域的分布与往复流的特征相似袁大体

呈现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运动袁与分析相吻合袁可见

来自莱州湾西部的陆源性输入和湾内潮流运动规

律是造成这种分布趋势的影响因素遥 据国家海洋

局统计袁圆园园怨 年黄河尧小清河携带入海的重金属

污染物分别为 苑猿员 贼 和 远愿 贼咱猿猿暂 袁圆园员员 年黄河尧小清

河携带入海的重金属污染物分别为 远愿苑 贼 和 猿愿愿
贼咱员远暂 遥 莱州湾东南海域重金属含量较少袁可能与

沿岸入海河流较少有关遥
圆援 员援 猿摇 重金属来源分析

采用数理统计软件 杂孕杂杂员源援 园 做重金属间的

孕藻葬则泽燥灶渊皮尔逊冤相关性分析袁同时为考察重金属

来源等袁特分析重金属与粒径渊 约 园援 园远圆缘 皂皂冤尧
粤造圆韵猿尧栽韵悦 之间的相关性渊表 源冤遥

表 源摇 莱州湾表层沉积物元素间相关性分析

栽葬遭援 源 悦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糟燥藻枣枣蚤糟蚤藻灶贼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藻造藻皂藻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泽怎则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泽 燥枣 蕴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粒径 粤造圆韵猿 栽韵悦 悦怎 孕遭 在灶 悦则 粤泽 匀早 悦凿

粒径 员援 园园
粤造圆韵猿 园援 缘园 员援 园园
栽韵悦 园援 苑圆 园援 怨员 员援 园园
悦怎 园援 缘怨 园援 怨圆 园援 远苑 员援 园园
孕遭 园援 源猿 园援 愿苑 园援 缘苑 园援 愿愿 员援 园园
在灶 园援 远园 园援 怨员 园援 远愿 园援 怨远 园援 愿圆 员援 园园
悦则 园援 远苑 园援 缘圆 园援 苑园 园援 远园 园援 缘园 园援 远源 员援 园园
粤泽 园援 缘苑 园援 猿员 园援 缘远 园援 猿源 园援 猿圆 园援 猿苑 园援 远园 员援 园园
匀早 园援 远员 园援 猿猿 园援 远源 园援 源园 园援 猿怨 园援 源员 园援 远源 园援 苑源 员援 园园
悦凿 园援 苑远 园援 缘圆 园援 愿园 园援 远园 园援 缘圆 园援 远员 园援 愿园 园援 远圆 园援 苑怨 员援 园园

摇 摇 由表 源 可以看出袁粒径渊 约 园援 园远圆缘 皂皂冤 与

栽韵悦 相关性为 园援 苑圆袁这与其他研究结果表明的

栽韵悦 主要富集在细颗粒沉积物中一致咱猿源鄄猿缘暂 遥 沉

积物粒度和 栽韵悦 含量是控制沉积物重金属分布

特征重要的两个参数咱猿远暂 遥 一方面袁沉积物粒径较

细袁比表面积较大袁对重金属离子具有较大的表面

吸附和离子吸附能力咱猿苑暂 遥 另一方面袁沉积物中的

栽韵悦 具有大量不同的功能团尧较高的阳离子交换

量和较大的表面积袁它们通过表面络合尧离子交换

和表面沉淀 猿 种方式吸附重金属元素袁因而 栽韵悦
含量高的沉积物对重金属的吸附量也较高咱猿愿暂 遥
研究区内粒径渊 约 园援 园远圆缘 皂皂冤尧栽韵悦 与重金属相

关性均呈一定的正相关袁说明重金属易与 栽韵悦 通

过表面络合等方式袁并吸附于细颗粒沉积物中遥

粤造圆韵猿是大陆分化产物袁在地壳中较稳定袁多
数学者认为 粤造 从大陆到海洋是一个相对稳定的

元素袁并将其作为海洋中陆源成分的指标遥 因此袁
可利用元素与 粤造 的相关性来判断沉积物中某元

素的来源咱猿怨鄄源园暂 遥 粤造圆 韵猿 与 悦怎尧孕遭尧在灶 元素相关性

均大于 园援 愿袁与 悦则尧悦凿 元素相关性大于 园援 缘袁与
粤泽尧匀早 元素相关性不显著遥 这表明研究区内重金

属 悦怎尧孕遭尧在灶 主要来源于岩石的自然风化和侵蚀

过程袁悦则尧悦凿 既有来自岩石的自然风化和侵蚀过

程袁也有一部分人为活动的贡献袁而 粤泽尧匀早 主要

受人为活动影响袁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

等遥 同时袁悦怎尧孕遭尧在灶 元素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袁悦则尧悦凿 元素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袁粤泽尧匀早 元

素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袁说明其具有同源性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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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金属的物质来源相吻合遥
圆援 圆摇 重金属环境质量评价

圆援 圆援 员摇 尼梅罗综合指数法

尼梅罗指数法是美国叙拉古大学尼梅罗教授

提出的一种兼顾极值的评价方法袁也是目前国内

外进行综合污染指数计算 常用的多因子综合评

价方法咱源员暂 遥
其计算公式如下院孕 越 渊孕蚤皂葬曾冤圆 垣 渊孕蚤葬增则冤圆

圆
其中院孕 为尼梅罗污染指数曰孕蚤皂葬曾为底泥中各

污染因子污染指数的 大值曰孕蚤葬增则为底泥中各污

染因子污染指数的平均值遥
上式中单因子污染指数 孕蚤 的计算公式如下院

孕蚤 越 籽蚤

杂蚤

其中院籽蚤 为沉积物中 蚤 污染物的实测浓度值曰
杂蚤 为沉积物中 蚤 污染物的评价标准袁即背景值遥
背景值的选择国内外无统一标准袁采用不同的背

景值对富集系数和评价结果影响较大咱源圆暂 遥 为避

免大尺度背景值造成的偏差袁结合本文研究成果袁
选取叶中国浅海沉积物地球化学曳咱圆缘暂中的渤海沉积

物重金属的背景值当做评价标准渊表 员冤遥 尼梅罗

综合污染指数和污染程度之间的关系如表 缘 所示遥
表 缘摇 尼梅罗综合指数和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程度分

级标准

栽葬遭援 缘 晕藻皂藻则燥憎 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 蚤灶凿藻曾 葬灶凿 早则葬凿蚤灶早 泽贼葬灶凿葬则凿 燥枣
澡藻葬增赠 皂藻贼葬造 责燥造造怎贼蚤燥灶 蚤灶 贼澡藻 泽怎则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泽

尼梅罗综合

污染指数
污染等级 污染程度 点数渊比值冤

孕 约 员 玉 无 员园渊远援 缘豫 冤
员臆孕 约 圆援 缘 域 轻 员猿愿渊愿怨援 远豫 冤
圆援 缘臆孕 约 苑 芋 中 远渊猿援 怨豫 冤
孕逸苑 郁 重 园

圆援 圆援 圆摇 评价

运用尼梅罗综合指数法对表层沉积物中的

悦怎尧孕遭尧在灶尧悦则尧粤泽尧匀早 和 悦凿 元素进行评价遥 评价

结果表明袁远援 缘豫 的测点 孕 值在 约 员 的范围内袁表
现为无污染区袁分布在莱州湾的东南海域渊见图

源冤曰猿援 怨豫的测点 孕 值在 圆援 缘 到 苑 之间袁表现为中

度污染袁 零星分布在莱州湾西部海域曰 其余

愿怨郾 远豫的海域轻度污染遥 总体上袁小清河入海口

附近海域尧老黄河入海口附近海域和黄河入海口

附近海域污染指数 高袁莱州湾东南海域污染指

数 低袁呈西高东低的趋势遥

图 缘摇 莱州湾海域表层沉积物尼梅罗综合污染指数评价

结果

云蚤早援 缘 砸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晕藻皂藻则燥憎 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 责燥造造怎贼蚤燥灶 蚤灶凿藻曾 葬泽鄄
泽藻泽泽皂藻灶贼 蚤灶 贼澡藻 泽怎则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泽

猿摇 结摇 论

渊员冤本研究区 悦怎尧孕遭尧在灶尧悦则尧粤泽尧匀早尧悦凿 等 苑
种元素平均含量分别为 圆员援 怨远 伊 员园 原远尧圆员援 怨怨 伊
员园 原远尧远园援 源员 伊 员园 原远尧远园援 园园 伊 员园 原远尧员圆援 远源 伊 员园 原远尧
园援 园缘员 伊 员园 原远尧园援 员圆 伊 员园 原远遥 重金属平均含量均小

于国家海洋沉积物质量规范一类标准袁 大值也

均低于二类标准遥
渊圆冤悦怎尧孕遭尧在灶 分布特征相近袁悦则尧悦凿 分布特

征相近袁粤泽尧匀早 分布特征相近遥 空间分布特征整

体表现为重金属高值区在莱州湾的西部海域袁来
自莱州湾西部的陆源性输入和湾内潮流运动规律

是造成这种分布趋势的影响因素遥
渊猿冤重金属 悦怎尧孕遭尧在灶 主要来源于岩石的自

然风化和侵蚀过程袁悦则尧悦凿 既有来自岩石的自然

风化和侵蚀过程袁也有一部分人为活动的贡献袁而
粤泽尧匀早 主要受人为活动影响袁如工业废水和生活

污水的排放等遥
渊源冤小清河入海口附近海域尧老黄河入海口

附近海域和黄河入海口附近海域污染指数 高袁
莱州湾东南海域污染指数 低袁呈西高东低的趋

势袁愿怨援 远豫的海域轻度污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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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圆源暂 罗先香袁张 蕊袁杨建强袁等援 莱州湾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分布特

征及污染评价咱允暂 援 生态环境学报袁圆园员园袁员怨渊圆冤院圆远圆鄄圆远怨援
咱圆缘暂 赵一阳袁鄢明才援 中国浅海沉积物地球化学咱酝暂援 北京院科学

出版社袁员怨怨源院远员鄄员园愿援
咱圆远暂 刘珊珊袁张 勇袁龚淑云袁等援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海域沉积物重

金属分布特征及环境质量评价咱 允暂 援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袁圆园员猿袁猿猿渊缘冤院远猿鄄苑园援
咱圆苑暂 迟清华袁鄢明才援 应用地球化学元素丰度数据手册咱酝暂援 北

京院地质出版社袁圆园园苑院员园鄄缘怨援
咱圆愿暂 姜发军袁尹 闯袁张荣灿袁等援 圆园员园 年冬季广西北部湾近岸海

域表层海水和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现状及评价咱 允暂 援 海洋环

境科学袁圆园员猿袁猿圆渊远冤院愿圆源鄄愿猿园援
咱圆怨暂 江文胜袁王厚杰援 莱州湾悬浮泥沙分布形态及其与底质分布

的关系咱允暂 援 海洋与湖沼袁圆园园缘袁猿远渊圆冤院怨苑鄄员园猿援
咱猿园暂 王崇浩袁曹文洪袁张世奇援 黄河口潮流与泥沙输移过程的数

值研究咱允暂 援 水利学报袁圆园园愿袁猿怨渊员园冤院员圆缘远鄄员圆远猿援
咱猿员暂 汤毓祥援 莱州湾 酝圆分潮的数值模拟咱 允暂 援 海洋通报袁员怨怨圆袁员员

渊缘冤院怨鄄员源援
咱猿圆暂 张永强袁迟万清袁胡泽建袁等援 黄河清水沟流路大嘴的形成对

莱州湾潮流场影响的数值研究咱 允暂 援 海洋科学进展袁圆园员园袁圆愿
渊圆冤院员源怨鄄员缘苑援

咱猿猿暂 国家海洋局援 圆园园怨 年山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咱砸暂援 北京院
国家海洋局袁圆园员园援

咱猿源暂 杜德文袁石学法袁孟宪伟袁等援 黄海沉积物地球化学的粒度效

应咱允暂 援 海洋科学进展袁圆园园猿袁圆员渊员冤院苑愿鄄愿圆援
咱猿缘暂 吕晓霞袁翟世奎袁于增慧援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中

营养元素的分布特征及其控制因素咱 允暂 援 海洋环境科学袁
圆园园缘袁圆源渊猿冤院员鄄缘援

咱猿远暂 月陨蕴粤蕴陨 蕴 耘袁砸粤杂酝哉杂杂耘晕 孕 耘袁匀粤蕴蕴 郧 耘 酝袁藻贼 葬造援 砸燥造藻 燥枣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 糟燥皂责燥泽蚤贼蚤燥灶 蚤灶 贼则葬糟藻 皂藻贼葬造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蚤灶 造葬噪藻 泽藻凿蚤鄄
皂藻灶贼泽咱允暂 援 粤责责造蚤藻凿 郧藻燥糟澡藻皂蚤泽贼则赠袁圆园园圆袁员苑渊怨冤院员员苑员鄄员员愿员援

咱猿苑暂 匀韵砸韵宰陨栽在 粤 允袁耘蕴砸陨悦运 运 粤援 栽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燥枣 泽贼则藻葬皂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
泽怎则枣葬糟藻 葬则藻葬袁早则葬蚤灶 泽蚤扎藻 葬灶凿 糟燥皂责燥泽蚤贼蚤燥灶 贼燥 贼则葬糟藻 藻造藻皂藻灶贼 糟澡藻皂蚤泽鄄
贼则赠咱允暂 援 粤责责造蚤藻凿 郧藻燥糟澡藻皂蚤泽贼则赠袁员怨愿苑袁圆渊源冤院源猿苑鄄源缘员援

咱猿愿暂 匀韵韵阅粤 孕 杂袁粤蕴蕴韵宰粤再 月 允援 悦葬凿皂蚤怎皂 葬灶凿 造藻葬凿 泽燥则责贼蚤燥灶 遭藻鄄
澡葬增蚤燥怎则 燥枣 泽藻造藻糟贼藻凿 耘灶早造蚤泽澡 葬灶凿 陨灶凿蚤葬灶 泽燥蚤造泽 咱 允暂 援 郧藻燥凿藻则皂葬袁
员怨怨愿袁愿源渊员 辕 圆 辕 猿冤院员圆员鄄员猿源援

咱猿怨暂 彭晓彤袁周怀阳袁翁焕新袁等援 珠江口沉积物主元素的组成分

布特征及其地化意义咱 允暂 援 浙江大学学报院理学版袁圆园园猿袁猿园
渊远冤院远愿苑鄄苑园圆援

咱源园暂 孟 翊袁刘苍字袁程 江援 长江口沉积物重金属元素地球化学特

征及其底质环境评价咱允暂 援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袁圆园园猿袁圆猿
渊猿冤院猿苑鄄源猿援

咱源员暂 林曼曼袁张 勇袁薛春汀袁等援 环渤海海域沉积物重金属分布特

征及生态环境评价咱 允暂 援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袁圆园员圆袁猿猿
渊远冤院源员鄄源远援

咱源圆暂 允陨粤 在 月袁蕴陨粤晕郧 栽袁蕴陨晕 允 在袁藻贼 葬造援 杂贼怎凿赠 燥灶 澡藻葬增赠 皂藻贼葬造 糟燥灶贼葬皂鄄
蚤灶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 藻糟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则蚤泽噪 蚤灶 匀燥灶早 运燥灶早 则蚤增藻则泽咱 允暂 援
粤糟贼葬 杂糟蚤藻灶贼蚤葬则怎皂 晕葬贼怎则葬造蚤怎皂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葬贼蚤泽 孕藻噪蚤灶藻灶泽蚤泽袁员怨怨苑袁猿猿
渊源冤院源愿缘鄄源怨圆援


